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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风力发电是指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风能是一种清洁无公害的的可再生能源能源，很早

就被人们利用，主要是通过风车来抽水、磨面等，而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风来发

电。        利用风力发电非常环保，且风能蕴量巨大，因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中企

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新疆风力发电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前景报告》共十一章。首

先介绍了中国新疆风力发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新疆风力发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新疆风力发电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新疆风力发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

告对新疆风力发电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新疆风力发电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疆风力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新疆风力发电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

，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

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

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新疆风力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章风能资源的概述

第.一节风能简介

一、风能的定义

二、风能的特点

三、风能密度

四、风能的利用方式

第二节中国的风能资源与利用

一、中国风能资源的形成及分布

二、中国风能资源储量与有效地区

三、中国风能开发应用状况

四、风能开发可缓解中国能源紧张

五、风能开发尚不成熟

第三节风力发电的生命周期

一、生命周期

二、风力发电机组组成



三、各阶段环境影响分析

四、综合分析与比较

 

第二章中国风力发电产业的发展

第.一节全球风力发电的总体分析

一、技术日趋成熟产业规模庞大

二、多国出台风力发电计划

三、各国扶持风电产业

四、风电企业发展壮大

五、全球风电成本大幅下降

六、2022-2028年全球风电市场预测

第二节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综述

一、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回顾

二、中国风电产业日益走向成熟

三、2019年我国风力发电能力世界排名

四、2019年中国风电装机总量

五、国内风电市场发展常态机制的构成

六、风电市场发展机会与竞争并存

七、中国大力发展海上风力发电

第三节中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风电产业繁荣发展下存在的隐忧

二、中国风电产业存在硬伤

三、国内风电发展面临的困难

四、阻碍风电产业发展的四道槛

五、风电产业突破瓶颈还有待时日

第四节中国风力发电产业的发展策略

一、中国风电产业的出路分析

二、国内风电发展的措施

三、改善产业环境加快风电步伐

四、风电产业应使研发与引进相结合

五、技术是推动风力发电发展的动力

六、风电市场的发展需加大电网建设的投入



 

第四章新疆风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新疆风能资源概述

一、新疆的风向及有效风能密度

二、新疆的风速

三、新疆主要风区

第二节新疆风电产业发展概况

一、新疆加快风电资源的开发领用

二、新疆风电产业总体发展分析

三、新疆风力发电产业发展迅猛

四、新疆五大风区发展壮大

五、2019年新疆掀起风电开发热潮

六、2019年新疆掀起风电开发情况分析

七、2019年新疆掀起风电开发情况分析

八、发展风力发电对新疆电网的影响

第三节新疆风力发电重大项目进展状况

一、2019年初华电小草湖风电项目并网发电

二、2019年阿拉山口风电项目开发协议签订

三、2019年南疆首个风电项目落户库车

四、2019年初阿勒泰金风布尔津风电场并网发电

五、2019年初新疆塔城风力发电场建成

六、2019年我国陆上最大风力发电机组落户新疆

七、2019年新疆吉木乃县建首个风力发电工程

八、2019年新疆玛依塔斯风力发电二期工程九月送电

第四节新疆达坂城风电场

一、新疆达坂城风力发电场介绍

二、达坂城风电场成为发展洁净再生能源样本

三、2019年达坂城风电三场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获签

第五节新疆风电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新疆风电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新疆风能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挑战

三、新疆风电产业的主要发展策略



四、推动新疆风力发电科学发展的战略举措

 

第五章新疆风电产业区域发展分析

第.一节乌鲁木齐

一、乌鲁木齐风能资源丰富

二、乌鲁木齐风电产业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

三、2019年乌鲁木齐风能企业扩能

四、2019年乌鲁木齐风电产业园产值将达100亿

第二节吐鲁番

一、吐鲁番风电开发快速发展

二、2019年吐鲁番风力发电场建设紧张进行

三、吐鲁番计划对三十里风区进行风电开发

四、2019年吐鲁番风电投资开发建设情况

五、2026年吐鲁番风电装机容量

第三节阿勒泰

一、阿勒泰风能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二、风力发电为阿勒泰供电平衡作出贡献

三、2019年阿勒泰哈巴河县风力发电场开建

四、2019年阿勒泰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五、2019年阿勒泰三项目开工奠基

第四节哈密

一、哈密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哈密地区风力发电发展迅速

三、2019年哈密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开发启动

四、2019年哈密风电投资开发建设情况

五、2026年哈密风电装机规模

 

第六章风电设备的发展

第.一节国际风电设备发展概况

一、世界风电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二、世界风电设备装机容量分地区统计

三、2019年全球风电机组供求情况



四、欧洲风能设备市场竞争逐渐激烈

五、英美两国风电设备的概况

第二节中国风电设备产业的发展

一、中国风电设备行业发展研析

二、中国风电设备制造异军突起

三、风电设备市场迎来高速增长期

四、风电设备行业现状及企业发展分析

五、国内风电市场份额被国外企业瓜分

第三节新疆风电设备产业的发展

一、新疆风电产业发展拉动设备制造业

二、新疆风力发电设备市场需求旺盛

三、新疆全力打造风电设备制造基地

四、2019年新疆风电机组出口古巴

五、中外风电设备企业争相布局新疆市场

第四节相关风电设备及零件发展分析

一、风电制造业遭遇零部件掣肘

二、风电机组发展状况分析

三、中国风电机组实现自主研发大跨越

四、中国风机市场发展及竞争分析

五、国内自主研发最长风电叶片批产下线

六、风电轴承业市场及企业分析

第五节风电设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存在的难题

二、风电设备制造业应警惕泡沫的存在

三、发电设备国产化水平不高制约风电产业发展

四、国产风电设备突围的对策

五、中国风电设备制造技术发展出路分析

 

第七章风力发电的成本与定价

第.一节中国风力发电成本的概况

一、风电成本构成

二、中国加快风电发展降低成本迫在眉睫



三、中国风电成本分摊问题亟需解决

四、降低风力发电成本的三条基本原则

第二节中国风力发电电价的综述

一、中国风电电价政策探析

二、电价附加补贴将到位加速风电发展

三、2019年国内风电价格远低于光伏

四、中国风电价格形成机制背后的隐患

五、中国风电价格落后市场需求

第三节风电项目两种电价测算方法的分析比较

一、风电场参数设定

二、电价测算

三、结论

第四节风力发电等实施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可行性研究

一、实施发电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手段

二、风力发电的合理成本及走势

三、风力发电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结果分析

四、可再生能源发电综合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可能性

五、效益分析

 

第八章风力发电特许权项目分析

第.一节风电特许权方法的相关概述

一、国际上风电特许权经营的初步实践

二、政府特许权项目的一般概念

三、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特许权的经验

四、BOT电厂项目的经验综述

五、风电特许权经营的特点

第二节实施风电特许权方法的法制环境简析

一、与风电特许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与风电特许权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要点

三、现有法规对风电特许权的支持度与有效性

第三节中国风电特许权招标项目实施情况综述

一、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的基本背景



第四节风电特许权经营实施的主要障碍以及对策

一、全额收购风电难保证

二、长期购电合同的问题

三、项目投融资方面的障碍

四、税收激励政策

五、使特许权项目有利于国产化的方式

六、风资源的准确性问题

 

第九章2022-2028年风力发电的政策环境分析

第.一节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环境

一、可再生能源扶植政策力度还可以加强

二、支持核电风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第二节《可再生能源法》的作用与影响

一、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带来巨大的市场新机遇

三、保证未来国家能源安全

四、中国能源结构变革的序曲

五、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

第三节风力发电的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着手建设完备的风力发电工业体系

二、政策促发风电产业化的生机

三、风力发电的发展需政府政策支持

四、2019年财政部出台政策支持风电产业发展

五、风力发电借政策东风谋求发展壮大

六、政策关注为风电电力带来发展转机

七、中国风电发展迎来政策机遇

 

第十章2022-2028年风电产业前景展望

第.一节中国风力发电产业未来发展预测

一、2026年中国风力发电量预测

二、中国风电发展目标预测与展望

三、国内风电场建设的发展预测



四、中国风电产业未来发展思路

第二节风电设备行业发展前景

一、未来风电设备市场展望

二、风电设备行业发展前景看好

三、风电设备制造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第三节新疆风电产业发展前景

一、新疆风电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二、新疆风电设备市场前景广阔

三、2019年新疆风电装机容量比重将超过5%

四、2026年新疆风力发电将实现规模外送

 

第十一章2022-2028年风力发电产业投资分析（)

第二节新疆风电产业投资概况

一、风力发电成为能源紧缺时代的投资新宠

二、新疆风能资源开发持续升温

三、外来投资拉动新疆风电产业扩张

四、新疆鼓励中外企业投资开发风能资源

五、风电投资热遭遇定价掣肘

第三节投资风险

一、风电投资的潜在风险

二、风电发展初级阶段市场存在风险

三、风电产业中的隐含风险分析

四、风电企业无序开发值得警惕

第四节风电投资风险的防范及发展前景

一、风电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二、风电投资的信贷风险防范

三、扩大内需将带动风电产业发展

四、未来风电设备产业投资预测（)

 

图表目录：

图表：中国风能储量分布表

图表：风力发电对新疆主电网动态电压特性的影响



图表：中国风能分布图

图表：中国风能分区及占全国面积的百分比

图表：中国陆地的风能资源及已建风场

图表：中国有效风功率密度分布图

图表：中国全年风速大于3ms小时数分布图

图表：中国风力资源分布图

图表：2019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统计（MW）&mdash;按地区分布

图表：2019年全球总装机容量前十位国家分布图

图表：2019年全球总装机容量前十位国家统计表

图表：2019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前十位国家分布图

图表：2019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前十位国家统计表

图表：全国风电场装机概况

图表：全国各风电场装机

图表：全国风电场装机情况一览表

图表：全国风电场装机情况一览表

图表：国家电网中长期电力资源配臵规划

图表：2015-2019年中国各地区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图表：2019年中国各省风电累计装机情况

图表：2015-2019年中国各省风电装机情况

图表：2019年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新增装机情况

图表：2019年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累计装机情况

图表：2019年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机组安装情况汇总

图表：2019年中国风电开发商新增装机情况

图表：2019年中国分省市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统计

更多图表请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0/241793.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0/2417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