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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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投资潜力分析与竞争策略建议研究报告》

介绍了发电机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发电机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的现

状、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发

电机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发电机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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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投资潜力分析与竞争策略建议研究报告

》表明：2018年我国发电机组（发电设备）累计产量达10600.5万千瓦，比上年累计下降9.3%

。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发电机

组（发电设备）产量当期值(万千瓦)   808.6   872.6   859.5   1162.5   845.6   679       发电机组（发电

设备）产量累计值(万千瓦)   10600.5   9805.5   8936.4   8120.2   6950.6   6108.4       发电机组（发电

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31.6   -5.7   -13   -0.4   12.2   -21.8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量累计

增长(%)   -9.3   -6.8   -7   -7.7   -9.2   -11.6  

第一部分  行业环境综述

第一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的经济及社会环境分析

　　1.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1.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1、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2、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3、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4、恩格尔系数

　　　　　　5、工业发展形势

　　　　　　6、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1.2  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1.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2.1  行业社会环境

　　　　　　1、人口环境分析

　　　　　　2、教育环境分析

　　　　　　3、文化环境分析

　　　　　　4、生态环境分析

　　　　　　5、中国城镇化率

　　　　　　6、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1.2.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二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的政策及技术环境分析

　　2.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行业监管环境

　　　　　　1、行业主管部门

　　　　　　2、行业监管体制

　　　　2.1.2  行业政策分析

　　　　　　1、主要法律法规

　　　　　　2、相关发展规划

　　　　2.1.3  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2.1  发电机组技术分析

　　　　　　1、技术水平总体发展情况

　　　　　　2、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新技术研究

　　　　2.2.2  发电机组技术发展水平

　　　　　　1、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

　　　　　　2、与国外发电机组行业的技术差距

　　　　2.2.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2.2.4  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发电机组行业概述

　　3.1  发电机组行业基本概述

　　　　3.1.1  发电机组行业基本定义



　　　　3.1.2  发电机组行业主要分类

　　　　3.1.3  发电机组行业市场特点

　　3.2  发电机组行业商业模式

　　　　3.2.1  发电机组行业商业模式

　　　　3.2.2  发电机组行业盈利模式

　　　　3.2.3  发电机组行业互联网+模式

　　3.3  发电机组行业产业链

　　　　3.3.1  发电机组行业产业链简介

　　　　3.3.2  发电机组行业上游供应分布

　　　　3.3.3  发电机组行业下游需求领域

　　3.4  发电机组行业研究机构

　　　　3.4.1  发电机组行业三&bull;胜介绍

　　　　3.4.2  发电机组行业-研究优势

　　　　3.4.3  发电机组行业-研究范围

　　　　 

第二部分  行业发展概况

第四章  发电机组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4.1  2014-2016年全球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1.1  全球发电机组行业发展现状

　　　　4.1.2  全球发电机组行业市场规模

　　　　　　1、全球发电机组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全球发电机组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4.1.3  全球发电机组行业区域分析

　　　　　　1、美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概况

　　　　　　2、欧洲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概况

　　　　　　3、日韩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概况

　　4.2  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阶段

　　　　4.2.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4.2.3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4.2.4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细分市场调研

　　4.3  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区域发展现状



　　　　4.3.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区域发展综述

　　　　4.3.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区域分布情况

　　　　4.3.3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区域投资策略

　　　　 

第五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运行指标分析及预测

　　5.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市场规模分析及预测

　　　　5.1.1  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5.1.2  2017-2022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5.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市场供需分析及预测

　　　　5.2.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1、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供给规模分析

　　　　　　2、2017-2022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供给规模预测

　　　　5.2.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1、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2、2017-2022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需求规模预测

　　5.3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5.3.1  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企业数量情况

　　　　5.3.2  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企业竞争结构

　　5.4  2014-2016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5.4.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5.4.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5.4.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4.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三部分  投资潜力分析

第六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重点上游供应分析

　　6.1  发电机组行业上游（一）供应分析

　　　　6.1.1  发展现状分析

　　　　6.1.2  发展规模分析

　　　　6.1.3  重点企业分析

　　6.2  发电机组行业上游（二）供应分析

　　　　6.2.1  发展现状分析



　　　　6.2.2  发展规模分析

　　　　6.2.3  重点企业分析

　　6.3  发电机组行业上游（三）供应分析

　　　　6.3.1  发展现状分析

　　　　6.3.2  发展规模分析

　　　　6.3.3  重点企业分析

　　　　 

第七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重点下游领域分析

　　7.1  发电机组行业下游领域（一）分析

　　　　7.1.1  发展现状概述

　　　　7.1.2  市场应用规模

　　　　7.1.3  市场需求分析

　　7.2  发电机组行业下游领域（二）分析

　　　　7.2.1  发展现状概述

　　　　7.2.2  市场应用规模

　　　　7.2.3  市场需求分析

　　7.3  发电机组行业下游领域（三）分析

　　　　7.3.1  发展现状概述

　　　　7.3.2  市场应用规模

　　　　7.3.3  市场需求分析

　　　　 

第八章  2017-2022年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投资前景与潜力分析

　　8.1  发电机组行业投资前景与壁垒

　　　　8.1.1  发电机组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1.2  发电机组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8.1.3  发电机组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1、有利因素

　　　　　　2、不利因素

　　　　8.1.4  发电机组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1、政策风险

　　　　　　2、供求风险

　　　　　　3、技术风险



　　　　　　4、产品结构风险

　　　　　　5、其他风险

　　8.2  2017-2022年发电机组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8.2.1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发电机组投资潜力分析

　　　　　　2、发电机组投资吸引力分析

　　　　　　3、发电机组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8.2.2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产业链投资机会

　　　　　　2、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3、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4、产业发展的空白点

　　　　　　5、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方向

　　　　8.2.3  发电机组行业投资建议

　　　　　　1、移动互联网营销渠道

　　　　　　2、多渠道共同推进市场

　　　　 

第四部分  行业竞争策略

第九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竞争企业分析

　　9.1  ***公司竞争力分析

　　　　9.1.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1.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1.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1.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1.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1.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2  ***公司竞争力分析

　　　　9.2.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2.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2.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2.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2.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2.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3  ***公司竞争力分析

　　　　9.3.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3.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3.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3.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3.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3.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4  ***公司竞争力分析

　　　　9.4.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4.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4.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4.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4.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4.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5  ***公司竞争力分析

　　　　9.5.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5.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5.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5.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5.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5.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6  ***公司竞争力分析

　　　　9.6.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6.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6.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6.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6.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6.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7  ***公司竞争力分析

　　　　9.7.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7.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7.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7.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7.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7.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8  ***公司竞争力分析

　　　　9.8.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8.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8.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8.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8.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8.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9  ***公司竞争力分析

　　　　9.9.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9.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9.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9.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9.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9.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9.10  ***公司竞争力分析

　　　　9.10.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9.10.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9.10.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9.10.4  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10.5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10.6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第十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竞争力分析

　　10.1  发电机组行业竞争五力模型分析

　　　　10.1.1  发电机组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10.1.2  发电机组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10.1.3  发电机组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10.1.4  发电机组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10.1.5  发电机组行业内部企业竞争

　　10.2  发电机组行业竞争SWOT模型分析

　　　　10.2.1  发电机组行业优势分析（S）

　　　　10.2.2  发电机组行业劣势分析（W）

　　　　10.2.3  发电机组行业机会分析（O）

　　　　10.2.4  发电机组行业威胁分析（T）

　　10.3  发电机组行业竞争格局分析及预测

　　　　10.3.1  2014-2016年发电机组行业竞争分析

　　　　10.3.2  2014-2016年中外发电机组产品竞争分析

　　　　10.3.3  2014-2016年我国发电机组市场集中度分析

　　　　10.3.4  2017-2022年发电机组行业竞争格局预测

　　　　 

第十一章  中国发电机组行业企业竞争策略建议

　　11.1  提高发电机组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11.1.1  提高中国发电机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11.1.2  发电机组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11.1.3  影响发电机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11.1.4  提高发电机组企业竞争力的策略三..胜咨询建议

　　11.2  发电机组行业企业产品竞争策略

　　　　11.2.1  产品组合竞争策略

　　　　11.2.2  产品生命周期的竞争策略

　　　　11.2.3  产品品种竞争策略

　　　　11.2.4  产品价格竞争策略

　　　　11.2.5  产品销售竞争策略

　　　　11.2.6  产品服务竞争策略

　　　　11.2.7  产品创新竞争策略

　　11.3  发电机组行业企业品牌营销策略

　　　　11.3.1  品牌个性策略

　　　　11.3.2  品牌传播策略

　　　　11.3.3  品牌销售策略

　　　　11.3.4  品牌管理策略

　　　　11.3.5  网络营销策略



　　　　11.3.6  品牌文化策略

　　　　11.3.7  品牌策略案例

　　　　 

第十二章  发电机组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12.1  发电机组行业研究结论

　　12.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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