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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按年度编写的《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于每年召开的“全国大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上发布。《报告》力

求全面、准确地反映行业年度发展情况，以其详实的数据、系统的分析、客观的预测，

受到业内同仁的高度认可，影响力不断提高。

随着中国风电行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海上、分散式、大基地等应用场景增多，《报告》

所涉及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自 2020 年开始，《报告》独立成册，同时增加了大量图表，

以更加直观清晰的表现方式，方便阅读使用。

《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报告（2020-2021）》共分九个章节，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概述、

风电装备制造企业概况、风电装备制造技术发展趋势、风电机组出口情况、风电并网规

模及运行情况、风电场建设及分布情况、后市场发展概况、产业形势及发展前景、重点

风电产业政策及管理文件等内容。

《报告》旨在立足于当前中国风电行业发展的现状与要求，对中国风电行业发展状

况进行详细梳理分析和归纳总结，并对未来行业的发展做出前景预测，努力做到内容详

实、突出行业新形势、新业态。

本《报告》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风电、光伏行业典型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2018YFB1502804）的支持。

本《报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及行业有关领导、业内专家及同仁的大力支

持和积极配合，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报告如有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报告（2020-2021）》编写组

　　　　　　　　　　　　　　　　　　　二〇二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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