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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大气污染防治的内容非常丰富，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涉及环境规划管理、能源利用、污

染防治等许多方面。由于各地区(或城市)的大气污染特征、条件以及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的方

向和重点不尽相同，难以找到适合一切情况的综合防治措施，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应

的对策。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发展趋势与发展前景预测报

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大气污染治理整体运行态

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大气污染治理市场竞

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大气污染治理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大气污染

治理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大气污染治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

大气污染治理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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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发展环境篇第一章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发展综述第一节 大气污染治理发展

概述一、大气污染物概述（一）大气污染物分类（二）大气污染物分布特点（三）大气污染

物危害情况（四）大气污染物来源情况二、大气污染治理概述（一）大气污染治理概念（二

）大气污染控制途径三、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特征（一）周期性特征（二）区域性特征（三）

季节性特征第二节 大气污染治理运营模式一、大气污染治理业务模式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

服务模式分析（一）系统建设阶段的服务模式（二）运营阶段的服务模式（三）全寿命周期

服务模式三、大气污染治理投资运营模式（一）EPC模式（二）BOT模式（三）特许权经营

模式 第二章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发展环境第一节 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政策环境一、大气污染

治理行业管理体制二、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政策汇总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标准四、烟气

脱硫脱硝发展政策分析五、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发展规划六、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布局重心第二

节 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经济环境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三、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四、环保行业投资规模分析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第三节 大气污染

治理行业社会环境一、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二、节能减排发展状况分析三、能源净化行业

发展状况四、节能减排发展规划分析五、环保行业发展重点领域 第二篇 市场运营篇第三章 中

国大气污染治理所属行业发展分析第一节 大气环境质量情况分析一、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分

析（一）大气二氧化硫排放情况（二）大气氮氧化物排放情况二、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情况分

析（一）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析（二）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情况（三）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第二节 大气污染监测市场发展分析一、大气污染监测站建设情况二、大气污染监测网络建设



情况三、大气质量监测市场现状分析四、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市场分析（一）烟气自动监测系

统市场分析（1）烟气自动监测系统市场现状（2）烟气自动监测系统认证企业（3）烟气自动

监测系统销售分析（二）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市场分析（1）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市场现状（2）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认证企业（3）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销售分析第三节 大气污染治理市场发展

分析一、大气污染治理的产业链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发展概况、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情

况分析四、大气污染治理市场运营分析（一）大气污染治理市场规模（二）大气污染治理区

域分布第四节 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市场分析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成功模式二、大气污染联防

联治市场现状三、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发展建议 第四章 中国大气污染源治理市场发展分析第一

节 工业废气污染治理市场分析一、工业废气排放情况分析（一）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情况（二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情况（三）工业氮氧化物排放情况二、工业废气治理市场发展分析（一

）工业废气治理投资规模（二）工业废气治理市场现状三、工业废气治理项目情况分析四、

工业废气治理市场前景分析第二节 生活废气污染治理市场分析一、生活废气排放总体情况分

析（一）生活二氧化硫排放情况（二）生活氮氧化物排放情况二、生活废气治理市场现状分

析三、生活废气治理市场前景分析第三节 交通废气污染治理市场分析一、交通废气排放情况

分析二、交通废气对大气的影响三、交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四、交通废气污染治理现状五、

交通废气污染治理前景 第三篇 细分市场篇第五章 中国烟气脱硫市场发展分析第一节 烟气脱

硫技术装备市场分析一、烟气脱硫技术开发及应用（一）石灰石/石灰抛弃法（二）石灰石/

石膏法（三）双碱法（四）氧化镁法（五）氨法（六）海水脱硫法（七）生物脱硫法 （八）

新型脱硫技术二、烟气脱硫设备市场发展分析（一）脱硫设备企业发展分析（二）循环流化

床锅炉市场分析（三）脱硫风机市场分析（四）烟气换热器市场分析（五）吸收塔市场分析

（六）引风机市场分析（七）除尘脱硫器市场分析（八）真空皮带脱水机市场分析三、脱硫

催化剂市场发展分析（一）脱硫催化剂应用现状（二）脱硫催化剂需求情况（三）脱硫催化

剂市场容量（四）脱硫催化剂市场前景第二节 电力脱硫市场发展分析一、火电厂二氧化硫排

放量情况二、火电厂烟气脱硫技术发展分析（一）火电厂烟气脱硫技术分析（二）电力脱硫

企业技术竞争力三、电力烟气脱硫市场规模分析（一）电力烟气脱硫装机容量（二）脱硫特

许经营机组容量（三）电力脱硫企业机组容量四、脱硫装置建造业务利润水平（一）湿法脱

硫装置业务利润水平（二）干法脱硫装置业务利润水平（三）脱硫特许经营市场利润水平五

、电力脱硫工程项目情况分析第三节 钢铁行业脱硫市场分析一、钢铁行业烟气污染排放情况

二、烧结烟气脱硫技术发展分析（一）烧结烟气脱硫技术概述（二）烧结烟气脱硫技术应用

（三）烧结烟气脱硫技术选择三、钢铁行业烧结脱硫市场分析（一）钢铁烧结脱硫设施建设

情况（二）钢铁行业烧结脱硫市场现状四、钢企与脱硫运营企业合作模式（一）BOO模式（

二）BOT模式五、钢铁行业烧结脱硫项目情况（一）天津钢铁集团烧结机烟气脱硫工程（二



）宁波钢铁公司烧结烟气脱硫项目（三）金特钢铁公司烧结烟气脱硫项目六、钢铁行业烧结

脱硫市场前景第四节 石油行业脱硫市场分析一、石油加工行业发展状况分析二、石油行业脱

硫市场发展分析三、石油行业脱硫技术应用分析四、石油行业脱硫项目情况分析五、石油行

业脱硫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章 中国烟气脱硝市场发展分析第一节 烟气脱硝技术装备市场分析一

、烟气脱硝技术发展分析（一）稀硝酸吸收法（二）碱性溶液吸收法（三）液相络合吸收法

（四）SCR脱硝法（五）SNCR脱硝法（六）吸附法（七）等离子体活化法（八）微生物法脱

氮法二、烟气脱硝催化剂市场分析（一）脱硝催化剂产品分类情况（二）脱硝催化剂市场供

给情况（三）脱硝催化剂市场价格情况（四）脱硝催化剂市场需求情况（五）脱硝催化剂市

场需求前景三、烟气脱硝设备市场发展分析（一）脱硝设备相关企业分析（二）SCR脱硝系

统市场分析（三）SNCR脱硝系统市场分析（四）脱硝设备需求前景分析第二节 电力脱硝市

场发展分析一、电力脱硝补贴政策分析二、电厂氮氧化物排放情况三、电力脱硝技术应用分

析（一）低氮燃烧技术（二）SCR脱硝技术（三）SNCR脱硝技术四、电力烟气脱硝市场规模

分析（一）电力烟气脱硝装机容量（二）脱硝特许经营机组容量（三）电力脱硝企业机组容

量五、电力脱硝项目建设成本分析（一）电力脱硝项目建设成本（二）电力脱硝项目运营成

本六、电力脱硝工程项目情况分析第三节 化工行业脱硝市场分析一、化工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化工行业脱硝市场现状三、化工行业脱硝技术应用四、化工行业脱硝项目情况五、化工

行业脱硝市场前景第四节 水泥行业脱硝市场分析一、水泥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水泥行业

氮氧化物排放情况三、水泥行业脱硝技术应用分析（一）炉内控制技术（二）炉外技术（三

）SNCR烟气脱硝技术四、水泥行业脱硝市场现状分析五、水泥行业脱硝项目情况分析 第七

章 中国烟气除尘市场发展分析第一节 烟气除尘市场发展分析一、烟粉尘排放总体情况分析（

一）烟粉尘排放总量情况（二）烟粉尘排放行业结构（三）工业烟粉尘排放情况（四）生活

烟粉尘排放情况二、烟气除尘治理技术分析三、烟气除尘治理现状分析四、烟气除尘治理市

场竞争第二节 主要行业烟气除尘市场分析一、电力行业烟气除尘市场分析（一）电厂烟粉尘

排放情况（二）火电烟尘排放标准分析（三）电厂烟气除尘治理情况二、冶金行业烟气除尘

市场分析（一）冶金行业烟尘排放情况（二）冶金行业除尘市场现状三、钢铁行业烟气除尘

市场分析（一）钢铁行业烟尘排放情况（二）钢铁行业除尘市场现状四、水泥行业烟气除尘

市场分析（一）水泥行业烟尘排放情况（二）水泥行业除尘市场现状第三节 除尘器市场发展

状况分析一、袋式除尘器市场发展分析（一）袋式除尘器机理性能分析（二）袋式除尘器行

业产值规模（三）袋式除尘器成本效益分析（四）袋式除尘器使用经济性分析二、电除尘器

市场发展分析（一）电除尘器市场发展概况（二）电除尘器市场需求分析（三）电除尘器市

场竞争分析（四）电除尘器市场前景分析三、静电除尘器市场发展分析（一）静电除尘器改

造路径探析（二）静电除尘器成本效益分析（三）静电除尘器的使用经济性（四）静电除尘



器市场需求分析四、电袋复合除尘器市场分析（一）电袋复合除尘器性能特征（二）电袋复

合除尘器成本效益（三）电袋复合除尘器经济性分析（四）电袋复合除尘器市场需求分析 第

八章 中国空气颗粒污染治理市场分析第一节 大气PM10污染治理市场分析一、大气PM10污染

来源情况分析二、大气PM10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三、大气PM10污染治理现状分析四、大

气PM10污染治理市场前景第二节 大气PM2.5污染治理市场分析一、大气PM2.5污染来源情况

分析二、大气PM2.5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一）PM2.5污染监测现状（二）PM2.5污染监测战略

三、大气PM2.5污染治理方法分析四、大气PM2.5污染治理市场分析（一）大气PM2.5污染分

布情况（二）大气PM2.5污染治理现状五、大气PM2.5污染治理发展策略（一）PM2.5污染治

理长效机制建设（二）发达国家PM2.5治理经验启示（三）大气PM2.5污染治理发展对策六、

大气PM2.5污染治理项目招标情况七、大气PM2.5污染治理市场前景分析第三节 主要城

市PM2.5污染治理分析一、北京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三

）PM2.5污染治理现状二、石家庄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三、上海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四、天津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五、宁波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六、苏州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七、南京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八、重庆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九、广州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十、深圳市（一）PM2.5污染来源情况_（二）PM2.5污染监测情况（

三）PM2.5污染治理现状第四节 空气PM2.5监测仪器市场分析一、空气PM2.5监测仪器市场现

状二、空气PM2.5监测仪器市场需求三、空气PM2.5监测仪器市场前景 第九章 中国汽车尾气治

理市场发展分析第一节 汽车尾气排放情况分析一、汽车尾气主要成分分析二、汽车尾气排放

标准分析三、汽车尾气排放总体情况四、汽车尾气对大气的影响第二节 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发

展分析一、汽车尾气治理技术发展分析二、汽车尾气治理装置安装情况三、汽车尾气治理市

场现状分析四、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发展对策五、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前景分析第三节 主要城市

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分析一、北京市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分析二、上海市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分析

三、广州市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分析四、深圳市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分析 第四篇 区域市场篇第十

章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市场机会分析第一节 环渤海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一、北

京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

会二、天津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

理市场机会三、河北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



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四、辽宁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

（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五、山东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

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六、山西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

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一

、上海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

场机会二、浙江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

染治理市场机会三、江苏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

）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第三节 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一、广州市（一）大气污

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二、深圳市（一

）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三、珠

海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

会四、东莞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

理市场机会五、佛山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

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第四节 其他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一、黑龙江省（一）大气污染监

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二、吉林省（一）大

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三、福建省

（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四

、河南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

场机会五、湖南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

染治理市场机会六、湖北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

）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七、四川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

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八、重庆市（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大气污染

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九、江西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析（二）

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十、安徽省（一）大气污染监测情况分

析（二）大气污染治理现状分析（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 第五篇 企业竞争篇第十一章 中

国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竞争状况分析第一节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竞争现状一、大气污染治理企业

运营资质标准二、大气污染治理工程设计企业专项资质标准三、大气污染治理市场竞争现状

分析第二节 大气污染治理细分领域竞争分析一、烟气脱硫企业竞争现状分析二、烟气脱硝企

业竞争现状分析三、烟气除尘企业竞争现状分析四、PM2.5污染治理竞争现状分析五、汽车尾

气治理竞争现状分析第三节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竞争因素分析一、技术水平二、资质许可三、

市场需求四、政府引导第四节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发展SWOT分析一、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发展

优势二、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发展劣势三、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发展机遇四、大气污染治理企业



发展威胁 第十二章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领先企业运营分析第一节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

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二节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四节 福建龙净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

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五节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六节 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

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七节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

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

战略分析第八节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

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九节 江苏新世纪江

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

、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十节 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一、企业基本

发展情况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四、企业工程项目分析五、企业发展

战略分析 第六篇 前景策略篇第十三章 2023-2029年中国环境及大气污染治理市场前景预测第

一节 2023-2029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细分行业市场前景一、环境污染监测市场前景分析二、污

水处理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三、垃圾处理行业市场前景分析四、固废处理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五

、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市场前景六、生态修复行业市场前景分析第二节 2023-2029年中国大气污

染治理细分领域市场前景一、烟气脱硫市场发展前景分析二、烟气脱硝市场发展前景分析三

、烟气除尘市场发展前景分析四、PM2.5污染治理市场发展前景五、汽车尾气治理市场发展前

景分析 第十四章 2023-2029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投融资机会及策略第一节 2023-2029年中

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投融资机会一、大气污染治理行业进入壁垒分析（一）技术壁垒（二）

资金壁垒（三）资质壁垒（四）经验壁垒二、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盈利特性分析（一）大气污

染治理行业盈利模式（二）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盈利水平三、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四、大气污染治理细分领域投资机会（一）烟气脱硫市场投资机会（二）烟气脱硝市场投资

机会（三）烟气除尘市场投资机会（四）PM2.5治理市场投资机会（五）汽车尾气治理市场投

资机会第二节 2023-2029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投融资风险一、行业政策风险二、宏观经济

风险三、市场经营风险四、行业技术风险五、项目投资风险第三节 2023-2029年中国大气污染

治理行业投融资策略一、大气污染治理行业投融资策略分析二、大气污染治理行业融资途径



分析（一）排污权交易（二）绿色保险（三）企业绿色征信（四）环保担保（五）融资租赁

服务（六）环保项目交易（七）环保技术产权交易（八）碳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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