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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海上风电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海上风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海上风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海上风电行业

的现状、中国海上风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海上风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海上风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

上风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2014-2018年中国风电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中国风力风电

 

   　　　　一2014-2018年累计装机容量

   　　　　二2014-2018年当年装机容量变化

   　　　　三2014-2018年区域风电装机容量

   　　　　2017年，中国六大区域的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所占比例分别为华北（25%）、中南

（23%）、华东（23%）、西北（17%）、西南（9%）、东北（3%）。&ldquo;三北&rdquo;地

区新增装机容量占比为45%，中东南部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5%。

   　　　　与2016年相比，2017年中国中南地区出现增长，同比增长44%，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增长至23%；中南地区主要增长的省份有：湖南、河南、广西、广东。另外，西北、西南、

东北、华北、华东装机容量同比均出现下降，西北、西南同比下降均超过40%，东北同比下

降32%，华北同比下降9%，华东同比下降5%。

   　　　　2017年中国各区域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占比情况（单位：%）

   　　　　四2019-2025年风电发展目标预测

   　　第二节 2018年风电装机格局

 

   　　　　一中国风电设备竞争格局

   　　　　二2014-2018年内外资格局（新增市场）

   　　　　三2014-2018年内外资格局（累计市场）

   　　第三节 2014-2018年风电政策

 

   　　　　一宏观政策



   　　　　二配套政策

   　　　　三产业监控

   　　　　四政策走向

    　　第四节 2014-2018年风电产业集群

 

   　　　　一天津风电基地

   　　　　二乌鲁木齐风电基地

   　　　　三内蒙古风电基地

   　　　　四上海风电基地

   　　　　五无锡风电基地

   　　　　六酒泉风电基地

   　　　　七德阳风电基地

   　　　　八保定风电基地

   　　　　九湖南风电基地

   　　第五节 2014-2018年中国风电存在问题

 

   　　　　一风电规划比较粗放

   　　　　二激励政策不够完善

   　　　　三项目审批仍存问题

   　　　　四风电并网问题突出

   　　　　五系统调度难度加大

   　　　　六机组质量亟待提高

   　　　　七基础领域需要加强

  

  第二章 2019-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市场现状

 

   　　第一节 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一2014-2018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二2014-2018年海上年度装机容量

   　　第二节 2019-2025年欧洲海上风电

 



   　　　　一欧洲海上风电现状

   　　　　二政策措施分析

   　　　　三2018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四2019-2025年海上风电建设

   　　　　五2018年的海上风能市场预测

   　　　　六2025年的海上风能市场预测

   　　第三节 2019-2025年欧洲海上风电市场格局

 

   　　　　一2018年欧洲海上风机安装

   　　　　二2018年欧洲海上风电制造商市场份额

   　　　　三2018年欧洲海上风电开发商市场份额

   　　第四节 2019-2025年各国海上风电最新动态

 

   　　　　一德国

   　　　　二意大利

   　　　　三挪威

   　　　　四韩国

   　　　　五英国

   　　第五节 2019-2025年各国海上风电政策

 

   　　　　一丹麦海上风电政策

   　　　　二荷兰海上风电政策

   　　　　三英国海上风电政策

   　　　　四各国海上风电政策对比

   　　　　五EWEA欧洲海上风电促进建议

    　　第六节 2019-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产业特征

 

   　　　　一丹麦、德国和欧盟是倡导者

   　　　　二海上风电开发技术上可行

   　　　　三投资大和成本高制约因素

  

  第三章 2019-2025年中国海上风电产业规划



 

   　　第一节 中国海上风力资源

 

   　　　　一风能资源历史评估

   　　　　二风能资源研究动态

   　　　　三中国海上风电意义

   　　第二节 2019-2025年海上风电政策

 

   　　　　一《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二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启动

   　　第三节 2019-2025年海上风电规划

 

   　　　　一中国海上风电规划和建设

   　　　　二辽宁海上风电规划

   　　　　三河北海上风电规划

   　　　　四天津海上风电规划

   　　　　五上海海上风电规划

   　　　　六山东海上风电规划

   　　　　七江苏海上风电规划

   　　　　八浙江海上风电规划

   　　　　九福建海上风电规划

   　　　　十广东海上风电规划

   　　　　十一广西海上风电规划

   　　　　十二海南海上风电规划

  

  第四章 中国海上风电设备市场

 

   　　第一节 国内海上风电设备竞争

 

   　　　　一国内海上风电机技术

   　　　　二企业海上风电机研发

   　　　　三内外资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节 金风科技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情况

   　　　　三盈利情况

   　　　　四产能

   　　　　五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三节 上海电气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情况

   　　　　三盈利情况

   　　　　四产能

   　　　　五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四节 东方电气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情况

    　　　　三盈利情况

   　　　　四产能

   　　　　五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五节 华仪电气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情况

   　　　　三盈利情况

   　　　　四产能

   　　　　五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六节 湘电股份

 

   　　　　一企业概况

   　　　　二运营情况 



   　　　　三盈利情况

   　　　　四产能

   　　　　五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七节 明阳风电

 

   　　　　一企业概况

   　　　　二产能

   　　　　三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八节 联合动力

 

   　　　　一企业概况

   　　　　二产能

   　　　　三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九节 华锐风电

 

   　　　　一企业概况

   　　　　二产能

   　　　　三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十节 西门子

 

   　　　　一企业概况

   　　　　二产能

   　　　　三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十一节 维斯塔斯

 

   　　　　一企业概况

   　　　　二产能

   　　　　三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现状

  

  第五章 2019-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场项目建设

 

   　　第一节 海上风电场建设



 

   　　　　一采购和合同

   　　　　二安装和连接电网

   　　　　三运行与维护

   　　第二节 Nysted海上风电场概述

 

   　　　　一安装与联网

   　　　　二运行与维护

   　　　　三项目时间表

   　　　　四前期招标

    　　第三节 ScrobySands海上风电场

 

   　　　　一安装和联网

   　　　　二电场运行

   　　　　三项目时间表

   　　　　四前期技术论证

   　　第四节 荷兰阿马利娅公主海上风电场

 

   　　　　一项目背景

   　　　　二项目经济情况

   　　　　三技术

   　　　　四建设

   　　　　五输电

   　　第五节 丹麦RODSAND2海上风电场

 

   　　　　一Rodsand2海上风电场

   　　　　二风电场布局

   　　　　三工程建设

   　　第六节 英国SheringhamShoal海上风电场

 

   　　　　一风场特点

   　　　　二并网



   　　　　三风电机 四当地环境影响

  

  第六章 2019-2025年中国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及前景

 

   　　第一节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

 

   　　　　一项目投资规模

   　　　　二建设规模及地理位置

   　　　　三项目建设方案概述

   　　　　四项目工程施工

   　　　　五气象风能数据分析

   　　第二节 海上风电经济性分析

 

   　　　　一海上风电场初装成本

   　　　　二海上风电场运营成本

   　　　　三海上风电投资成本

   　　第三节 海上风电场盈利分析

 

   　　　　一国外海上风电场收益率

   　　　　二中国海上风电收益率

   　　第四节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成本

 

   　　　　一可及性

   　　　　二供应链

   　　　　三可靠性

   　　　　四成本模型

   　　　　五专用离岸风力机

   　　第五节2019-2025年产业投资前景

 

   　　　　一政策风险

   　　　　二技术风险

   　　　　三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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