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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环保治理潜力大，限排政策动力强。挖掘机市场需求可分为新增需求与更新需

求，其中更新需求主要催生于使用寿命到期或环保政策的限制。本篇报告中我

们重点讨论了环保政策推动下挖掘机的更换需求。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移动源可分为机动车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两类，

其中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由于我国非道路移动机

械存在排放超标严重、使用时间长、保养状况差等问题，排污问题日益凸显。

根据我们的测算，单台挖掘机的 HC、NOx、PM 的年排放量约为单台机动车的

5、19、17 倍，潜在治理空间大，限排政策层面具备充足动力。 

 国四推出在即，力度持续趋严，多维度拉动挖掘机市场。目前我国实施的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为第三阶段（国三）。根据 2019 年 2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

发布的 GB 20891-2014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国四标准实施日期正式敲定

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此后国三及以前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将不得在国内生

产、进口与销售。相比于国三，国四的限排力度进一步趋紧，预计国四的推出

将会对国内挖掘机市场产生如下影响：1）加速老旧设备更新淘汰；2）经销商

加速清库存；3）提升行业技术门槛，加速头部集中趋势；4）零配件、维修服

务技术附加值提升拉动后市场规模。 

 截止日期将至，各省市加速落地禁用区划定。为进一步防控非道路移动机械污

染物排放，2018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

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该标准作为限排政策的重要补充，是一项专

门针对颗粒物污染排放的细化标准，目前已成为部分省市定义高排放非道路移

动机械的重要参考标准；2018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强调推动高排放车辆深度治理，加强排放控

制区划定和管控；明确提出各地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区域，重点区域城市 2019 年年底前完成，其他地区城市 2020 年 6 月底前

完成。目前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各省市加速落地禁用区的划定。 

 定量测算挖掘机更换需求，全国合计逾 40 万台规模。我们以省（含直辖市）

为单位对当地高排放挖掘机更新需求进行测算。根据我们的梳理，各省对高排

放的定义采取了不同标准：1）国家阶段标准、2）排气烟度标准中的Ⅲ类限值、

3）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标准。其中对于排气烟度标准中的Ⅲ类限值，我们假设

所有国一机型均无法达标，需淘汰更换；50%国二机型可以通过改装达标；所

有国三机型均可达标，无需替换；我们假设挖掘机寿命为十年，则根据过去十

年各地挖掘机销量估算存量规模及结构，结合各省具体限排标准测算并求和得

到全国高排放挖掘机更新需求约 41 万台（此处为乐观估计，由于各省禁用区

之外区域仍可使用高排放车辆，故实际更新需求可能略小于该测算结果）。 

 投资建议。工程机械国内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在产品、售后、盈利能力等方面均

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及竞争实力均提升显著，并且具备持续提升的潜力。我

们首推国内工程机械龙头【三一重工】、核心液压元件龙头【恒立液压】；此

外建议关注【徐工机械】、【中联重科】、【艾迪精密】。 

 风险提示：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低迷。 
 

  

-9%

-4%

-0%

4%

9%

13%

19/5 19/7 19/9 19/11 20/1 20/3 20/5

机械设备 沪深300 

http://ipoipo.cn/


http://ipoipo.cn/


 
工程机械定量测算系列二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目 录 

1 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不容忽视，减排空间大 .................................................................................................................. 1 

1.1 非道路移动机械：移动源组成部分之一，柴油动力为主 ............................................................................................. 1 

2 国四推出在即，多维度拉动挖掘机市场 .......................................................................................................................... 3 

2.1 目前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处于国三阶段 ........................................................................................................ 3 

2.2 参照欧洲排放标准，我国滞后 7-11 年 ........................................................................................................................... 4 

2.3 国四推出在即，限排力度进一步趋严 ............................................................................................................................ 5 

2.4 国四推进老旧设备出清更换，行业洗牌步伐提速 ........................................................................................................ 6 

3 政策面持续推进，工程机械禁用区将于 2020 年 6 月底截止.......................................................................................... 8 

3.1 再度加码，排气烟度限值标准完善限排政策 ................................................................................................................ 8 

3.2 柴油车治理攻坚行动持续推进，各省禁用区划定期限临近 ......................................................................................... 9 

4 挖掘机存量更换需求测算：全国逾 40 万台规模 ........................................................................................................... 13 

4.1 存量挖机以国二、国三占主体 ...................................................................................................................................... 13 

4.2 存量挖掘机更新需求定量测算，全国逾 40 万台 ........................................................................................................ 14 

5 投资建议 ......................................................................................................................................................................... 16 

6 风险提示 ......................................................................................................................................................................... 16 

http://ipoipo.cn/


 
工程机械定量测算系列二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图 目 录 

图 1：非道路移动机械为移动源组成部分之一，子类包含工程机械 ..................................................................................... 1 

图 2：2018 年国内非道路移动机械部分污染物排量与机动车相当（万吨） ........................................................................ 2 

图 3：非道路移动机械中，污染物排放结构 ............................................................................................................................. 2 

图 4：工程机械中，污染物排放结构 ......................................................................................................................................... 2 

图 5：单台排污量方面，挖掘机远高于机动车（kg/年） ........................................................................................................ 3 

图 6：不同阶段标准工程机械单台排污量对比（kg/年） ........................................................................................................ 4 

图 7：我国滞后欧洲 7-11 年，约 2 个阶段 ................................................................................................................................ 5 

图 8：工程机械行业产成品库存近 500 亿元 ............................................................................................................................. 7 

图 9：全国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 13 

图 10：全国国一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 13 

图 11：全国国二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 14 

图 12：全国国三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 14 

 

 

 

 

 

表 目 录 

表 1：国三基本参照欧 IIIA 标准制定 .......................................................................................................................................... 4 

表 2：对比国四与国三：HC、NOx 细化，排放限值下调；PM 限值大幅下调 ....................................................................... 5 

表 3：对比国四与欧 IIIB：排量限值标准基本一致，国四涵盖功率段范围更广 ................................................................... 6 

表 4：国四首次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机提出排量要求 ............................................................................................................. 7 

表 5：排气烟度限值标准 ............................................................................................................................................................. 8 

表 6：《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中工程机械（或非道路移动机械）治理相关内容 ........................................ 9 

表 7：已披露禁用区划定时间节点的省（含直辖市） ........................................................................................................... 10 

表 8：部分省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标准（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 ................................................................... 11 

表 9：各省挖掘机更新需求测算（万台） ............................................................................................................................... 14 

表 10：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 16 

 

http://ipoipo.cn/


 
工程机械定量测算系列二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1 

1 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不容忽视，减排空间大 

1.1 非道路移动机械：移动源组成部分之一，柴油动力为主 

移动源可分为机动车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两类，非道路移动机械指用于非道路上，装配

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可运输的工业设备以及不以道路客运或货运为目的的车辆，主要包括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常以柴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源，根据装配的柴油机输

出功率恒定与否，通常将非道路移动机械分为两类：一类是柴油机输出功率恒定，不随负载

变化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空气压缩机、发电机组、渔业机械、水泵等；另一类是柴油机

输出功率随负载变化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林业机械、材料装卸机

械、工业钻探设备等。 

图 1：非道路移动机械为移动源组成部分之一，子类包含工程机械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西南证券整理 

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量与机动车相当，治理空间大。移动源直接排放的污染物主

要包括 HC（碳氢化合物）、NOx（氮氧化合物）、PM（颗粒物）、CO、SO2等。虽然非道路

移动机械存量规模远小于机动车，但存在着排放超标严重、使用时间长、保养状况差等问题，

目前我国非道路移动车辆的 NOx、PM 等污染物排放量与机动车相当，是我国空气污染的主

要来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

报（2019）》，2018 年我国机动车排放的 HC、NOx、PM 分别为 368.8 万吨、562.9 万吨、

PM 44.2 万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的 HC、NOx、PM 分别为 76.2 万吨、562.1 万吨、44.5

万吨。随着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愈加严格，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权重持续上升，现阶段

排放限值已不能满足国家日益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的政策要求，尚存在较大的治理空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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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8 年国内非道路移动机械部分污染物排量与机动车相当（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西南证券整理 

单台挖掘机排放量远高于汽车，污染问题严峻。2018 年我国工程机械排放的 HC、NOx、

PM 分别为 28.9 万吨、175.3 万吨、11.4 万吨，三种污染物分别占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总量

的 38%、31%、26%；细分来看，其中挖掘机三种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9.3 万吨、57.5 万吨、

4 万吨，排放量分别位列工程机械中的第 2 位（HC 排量第 1 位为装载机）、第 2 位（NOX

排量第 1 位为装载机）、第 1 位。我们根据《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统计的 2018

年国内机动车、挖掘机保有量等数据测算，对于 HC、NOx、PM 三项污染物，2018 年全年

单台挖掘机平均排放量分别是单台机动车的 5 倍、19 倍、17 倍。 

图 3：非道路移动机械中，污染物排放结构  图 4：工程机械中，污染物排放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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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单台排污量方面，挖掘机远高于机动车（kg/年）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西南证券整理 

2 国四推出在即，多维度拉动挖掘机市场 

2.1 目前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处于国三阶段 

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目前处于国三阶段，自 2016 年 4 月正式实施。根据生态

环境部发布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

段）》（GB20891-2014），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

油机，其排气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制造、

进口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装用不符合第三阶段要求的柴油机（农用机械除外）；此

前的国一、国二分别施行于 2008 年 9 月、2010 年 10 月。存量占比方面，我们以工程机械

为例，根据《2018 年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 年全国工程机械保有量逾 600 万台，

其中国一前、国一、国二、国三分别占比 27.3%、15.6%、41.4%、15.7%，考虑到 2018-2019

年国三的增量，则如今保有量中预计以国二、国三为主体。 

随着国家限排标准力度的持续深化，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量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以

不同阶段的工程机械排污量为例作对比，根据《非道路移动机械控制管理政策体系研究报告》

中的数据计算，对于 HC、NOx、PM 三项污染物排量，2017 年单台国二工程机械较国一分

别减少 27%、40%、62%；国三较国二减少 32%、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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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不同阶段标准工程机械单台排污量对比（kg/年） 

 
数据来源：《非道路移动机械控制管理政策体系研究报告》，西南证券整理 

2.2 参照欧洲排放标准，我国滞后 7-11 年 

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限度基本参照欧洲标准。其中国一主要参考欧 I，国二

主要参考欧 II，国三主要参考欧 IIIA，即将出台的国四则主要参考欧 IIIB。下表整理并对比了

国三与欧 IIIA，可以看出我国污染物排量限值与非道路移动机械功率段的划分区间与欧洲标

准基本一致；美国方面，早期标准功率段划分与欧洲采取不同区间，近年有向欧洲标准趋同

趋势。 

表 1：国三基本参照欧 IIIA 标准制定 

标准 额定净功率 Pmax（kW） CO(g/kWh) HC+NOx(g/kWh) PM(g/kWh) 

国三 

Pmax>560 3.5 6.4 0.2 

130<Pmax<560 3.5 4 0.2 

75<Pmax<130 5 4 0.3 

37<Pmax<75 5 4.7 0.4 

Pmax<37 5.5 7.5 0.6 

欧 III A 

130<Pmax<560 3.5 4 0.2 

75<Pmax<130 5 4 0.3 

56<Pmax<75 5 4.7 0.4 

37<Pmax<56 5 4.7 0.4 

19<Pmax<37 5.5 7.5 0.6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西南证券整理 

我国排放标准滞后欧洲 7-11 年，约 2 个阶段。欧 I、欧 II、欧 IIIA、欧 IIIB 排放标准分

别于 1999、2003、2005、2010 年实施，我国对应的国一、国二、国三、国四排放标准分别

于 2008、2010、2016、2020（预计）年实施，时间相差约 7-11 年。从阶段上来讲，2010、

2016、2020 年欧洲主要推行欧 IIIB、欧 IV、欧 V 排放标准，我国滞后约 2 个阶段。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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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我国滞后欧洲 7-11 年，约 2 个阶段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西南证券整理 

2.3 国四推出在即，限排力度进一步趋严 

国四将于 2020 年 12 月正式施行，国三及以前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将不得在国内生产

与销售。根据 2019 年 2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 20891-2014）修改单（征求意见稿），国

四标准实施日期正式敲定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此后国三及以前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及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将不得在国内生产、进口与销售。 

限排力度再次趋严。根据此前发布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发布稿）中给出的预告性技术指引，相比于国三，国四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1） 对于 HC、NOx，国四做出更细化要求，且排放限值再度下调。在额定净功率（单

位为 kW）Pmax>56 时，国四对 HC、NOx分别做出了单独的排放限值要求，国三

则只规定了二者合计的排放限值；另外 HC、NOx 排放限值相对于国三标准要求

更高，具体来看，在 56<Pmax<75 时，国四规定的 HC+Nox二者合计的排放限值

较国三削减 26%；在 75<Pmax<130 时，削减 13%；在 130<Pmax<560 时，削减

45%；在 Pmax>560 时，削减 39%。 

（2） 对于 PM，国四将排放限值大幅下调。在额定净功率（单位为 kW）Pmax>56 时，

国四对于 PM 排放限值相对于国三标准要求更高，具体来看，在 37<Pmax<75 时，

削减 94%；在 75<Pmax<130 时，削减 92%；在 130<Pmax<560 时，削减 88%；

在 Pmax>560 时，削减 50%。 

表 2：对比国四与国三：HC、NOx细化，排放限值下调；PM 限值大幅下调 

标准 额定净功率 Pmax（kW） CO(g/kWh) HC(g/kWh) NOx(g/kWh) HC+NOx(g/kWh) PM(g/kWh) 

国三 

Pmax>560 3.5   6.4 0.2 

130<Pmax<560 3.5   4 0.2 

75<Pmax<130 5   4 0.3 

37<Pmax<75 5   4.7 0.4 

Pmax<37 5.5   7.5 0.6 

国四 Pmax>560 3.5 0.4 3.5，0.67*  0.1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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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额定净功率 Pmax（kW） CO(g/kWh) HC(g/kWh) NOx(g/kWh) HC+NOx(g/kWh) PM(g/kWh) 

130<Pmax<560 3.5 0.19 2  0.025 

75<Pmax<130 5 0.19 3.3  0.025 

56<Pmax<75 5 0.19 3.3  0.025 

37<Pmax<56 5   4.7 0.025 

Pmax<37 5.5   7.5 0.6 

*适用于可移动式发电机组用 Pmax>900kW 的柴油机。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西南证券整理 

国四基本参照欧 IIIB 标准，功率段范围更广。相比于欧 IIIB，国四各项污染物排放限值

标准基本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额定功率 Pmax<19 和 Pmax>560 范围的排放限值有明确要

求，但欧 IIIB 没有相关要求。 

表 3：对比国四与欧 IIIB：排量限值标准基本一致，国四涵盖功率段范围更广 

标准 额定净功率 Pmax（kW） CO(g/kWh) HC(g/kWh) NOx(g/kWh) HC+NOx(g/kWh) PM(g/kWh) 

欧 IIIB 

130<Pmax<560 3.5 0.19 2  0.025 

75<Pmax<130 5 0.19 3.3  0.025 

56<Pmax<75 5 0.19 3.3  0.025 

37<Pmax<56 5   4.7 0.025 

国 IV 

Pmax>560 3.5 0.4 3.5，0.67*  0.1 

130<Pmax<560 3.5 0.19 2  0.025 

75<Pmax<130 5 0.19 3.3  0.025 

56<Pmax<75 5 0.19 3.3  0.025 

37<Pmax<56 5   4.7 0.025 

Pmax<37 5.5   7.5 0.6 

*适用于可移动式发电机组用 Pmax>900kW 的柴油机。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西南证券整理 

2.4 国四推进老旧设备出清更换，行业洗牌步伐提速 

随着国四的临近，我们认为将对工程机械行业带来以下影响： 

（1） 加速老旧设备更新淘汰：新排量标准的落地将使国二及以前设备与现行标准差距

进一步走扩，随着蓝天保卫战步入攻坚阶段，预计各城市限排政策进一步加码；

此外新标准的施行使机主对二手市场存在降价预期，均将加速老旧排量超标设备

的出清更换。 

（2） 经销商加速清库存：由于国四推出后，国三及以前设备将不允许在国内销售，目

前工程机械经销商现存国三甚至国二设备存在较大清库存压力，预计国四的临近

将进一步推进经销商清库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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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工程机械行业产成品库存近 500 亿元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提升行业技术门槛，加速头部集中趋势：通过对比国一至今排放标准发布稿或征

求意见稿口径，我们发现国四首次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机提出排量要求，此前仅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提出排量要求。即以往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仅需要装载

符合排量标准的柴油机即可生产与销售，但对于国四标准，则需要成品整机也达

到排放标准，这对整机厂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例如需要研发配套的发动机机

外净化技术，如颗粒物处理装置等。技术门槛的提高使部分整机厂产品无法达到

环保要求，或产品生产成本无法有效控制导致利润空间压缩，将加速落后产能的

出清，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头部集中。 

表 4：国四首次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机提出排量要求 

标准 额定净功率（kW） 

国一 
自 2007年 10月 1日起，所有进行定型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必须符合 GB20891-2007第一阶段型式核准排放限值的要求。 

自 2008 年 9 月 30 日起，未获得环保型式核准证书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机不得生产、进口或销售。 

国二 
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所有新定型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必须符合 GB20891-2007 第二阶段型式核准排放限值的要求。 

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仅达到 GB20891-2007 第一阶段排放限值的机型的制造、进口、销售。 

国三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凡进行排气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都必须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制造和销售第二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所有制造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其

排气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停止制造、进口和销售装用第二阶段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制造、进口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

械应装用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的柴油机。 

国四 
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凡不满足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生产、进口、销售；不满足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

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投入使用。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西南证券整理 

（4） 零配件技术附加值提升拉动后市场规模：新一代限排标准的施行预计将提升工程

机械技术复杂度，带动维修保养成本以及配件成本的上升，打开工程机械设备后

市场空间。一方面新型设备的推行将对售后维修人员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维

修成本预计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更高技术附加值的零配件市场预计将释放销

量，例如颗粒物捕集器(DPF，主要用于尾气除烟)、氧化型催化器（DOC）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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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面持续推进，工程机械禁用区将于 2020 年 6 月底

截止 

3.1 再度加码，排气烟度限值标准完善限排政策 

为进一步防控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2018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非道路移动柴油机

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该标准作为非道路移动机械限排政策的重

要补充，是一项专门针对颗粒物污染排放的细化标准。由于欧美国家出台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标准较早，排放颗粒物限值发展至今已基本接近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并未对非道路

移动机械的排气烟度作出专门的排放限制要求；国内方面，由于第三阶段标准实施时间较短，

市场存量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中尚存在大量国二车辆，甚至还有一部分的国一和早期无排放阶

段的车辆，以上的老旧设备存在柴油机排放黑烟等污染问题，因此国内配套制定了针对排气

烟度限值的政策。 

标准采用两个指标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气烟度进行度量：一者是光吸收系数，指光束

被单位长度的排烟衰减的系数；二者是林格曼烟度，采用林格曼黑度级数衡量。针对不同额

定功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采取不同的排气烟度限值，若最终检测出的林格曼烟度超标，则判

定烟度排放不合格；若林格曼烟度检测合格，则可继续检测光吸收系数，若仍然达标则视为

合格，否则不合格。 

城市禁用区采取最严格限值标准。标准中的排气烟度限值级别共划分为Ⅰ、Ⅱ、Ⅲ类，

严格度呈逐渐深化走势：Ⅰ类限值针对于国二及以前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即排量不超过Ⅰ类

限值的国二及以前机型为合格品；Ⅱ类限值针对于国三及以后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即排

量不超过Ⅱ类限值的国三及以后机型为合格品；Ⅲ类限值则可以作为城市人民政府划定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时，对高排放机械定义的参考标准。即排量不超过Ⅲ类限值的车辆

方可行驶于部分城市的禁用区内，可以看出城市禁用区内限值采取了本标准中的最高等级。 

表 5：排气烟度限值标准 

类别 额定净功率（kW） 光吸收系数（m-1） 林格曼黑度级数 

Ⅰ类 

Pmax＜19 3.00 

1 19≤Pmax＜37 2.00 

37≤Pmax＜560 1.61 

Ⅱ类 

Pmax＜19 2.00 1 

19≤Pmax＜37 1.00 
1（不能有可见烟） 

Pmax≥37 0.80 

Ⅲ类 
Pmax≥37 0.50 

1（不能有可见烟） 
Pmax＜37 0.80 

数据来源：《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西南证券整理 

不合格品面临改造或更换。对于不满足上述排气烟度限值非道路移动机械有两种处理方

式：1）虽然排量不达标但仍然具备治理条件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可以通过更换发动机或加

装污染控制装置的方式进行达标治理，此方法需支付一定的改造费用；2）淘汰、更换老旧

设备，或采取“以旧换新”等方式更新为新能源或符合排放限值要求的机械。 

http://ipoipo.cn/


 
工程机械定量测算系列二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9 

3.2 柴油车治理攻坚行动持续推进，各省禁用区划定期限临近 

柴油车治理顶层设计出台，规定禁用区划定期限 2020 年 6 月截止。2018 年 12 月，生

态环境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强调推动高排放车辆深

度治理，加强排放控制区划定和管控以及强化综合监督管理：明确提出各地依法划定并公布

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重点区域城市 2019 年年底前完成，其他地区城市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2019 年年底前，各地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探

索建立工程机械使用中监督抽测、超标后处罚撤场的管理制度。推进工程机械安装精准定位

系统和实时排放监控装置；2020 年年底前，新生产、销售的工程机械应按标准规定进行安

装。进入重点区域城市划定的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内作业的工程机械，鼓励

安装精准定位系统和实时排放监控装置，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表 6：《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中工程机械（或非道路移动机械）治理相关内容 

文件 目标 具体内容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攻坚战行动计划》 

严格新生产发动机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 2020 年年底前，全国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 

加强排放控制区划定和管控 

各地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重点区域

城市 2019 年年底前完成，其他地区城市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各地秋冬季期间加强对进入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内作业

的工程机械的监督检查，重点区域每月抽查率达到 50％以上，禁止超标

排放工程机械使用，消除冒黑烟现象。 

加快治理和淘汰更新 

对于具备条件的老旧工程机械，加快污染物排放治理改造。 

采取限制使用等措施，促进老旧燃油工程机械淘汰。 

加快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推广使用，在重点区域城市划定的禁止使

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内，鼓励优先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非道

路移动机械。 

强化综合监督管理 

2019 年年底前，各地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推进工程机械安装精准定位系统和实时排放监控装置，2020 年年底前，

新生产、销售的工程机械应按标准规定进行安装。 

进入重点区域城市划定的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内作业的

工程机械，鼓励安装精准定位系统和实时排放监控装置，并与生态环境

部门联网。 

数据来源：《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西南证券整理 

各省陆续出台实施方案，加快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落地。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

各省（包含直辖市）陆续出台文件要求地方城市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域，根据

我们的梳理，各城市禁用区域的划分主要包括了当地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居民居住区、机

关文教集中区等区域；执行时间方面，根据各省（包含直辖市）发布的治理实施方案，目前

四大直辖市以及河南省、陕西省部分城市均已完成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的划定，且

已于 2019 年及更早时间开始执行；山东、安徽、浙江、辽宁等省份已明确要求地方城市 2019

年底完成高排放禁用区划分并公布；湖南、广西等省份要求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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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已披露禁用区划定时间节点的省（含直辖市） 

省（含直辖市） 文件 划定禁用区时间安排 

北京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2019 年 8 月 1 日起，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在禁用区使用；2020 年 1

月 1 日起，禁用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上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禁止使用区的通告》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禁止在外环线（含）以内区域

使用，外环线以外区域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 

重庆 
《重庆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认定标准及禁止使

用区域划定工作方案》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在全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域内，禁止

国一排放标准及以前的非道路机动机械使用。 

天津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禁用区内禁止使用烟度值超过 0.8m-1 的挖

掘机、装载机、挖掘装载机；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禁用区内禁止使用高排放挖掘机、装载机、挖掘装

载机，禁用区内工业企业禁止使用高排放叉车。 

河南 《河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2019 年 3 月底前，禁用区域禁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及

以下专项作业车（工程机械车）。 

陕西 《陕西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关中地区：2019 年 6 月 1 日起禁止高排放工程机械在各市建成区内使用，

10 月 1 日起禁止在各市行政区域内使用。 

陕北、陕南地区各市：2019 年底前，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

路移动机械的区域，2020 年 6 月 1 日起，高排放工程机械禁止在划定的区

域内使用。 

辽宁 《辽宁省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2019 年底前，各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山东 《山东省打好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坚战作战方案》 2019 年底前，各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浙江 《浙江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2019 年底前，各设区市政府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机械区域。 

福建 《福建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9 年底前，沿海城市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其他城市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安徽 《安徽省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2019 年底前，各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湖北 《湖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各市州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重点管控区

域城市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其他市州在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行动方案》 2019 年底前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 

云南 《云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各地要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重点区域

2019 年底前完成，其他州、市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甘肃 《甘肃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各地要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重点管控区域

市州 2019 年底前完成，其他市州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广西 《广西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2020年 6月底前，各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湖南 《湖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2020 年 6 月底前，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海南 《海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2020 年 6 月底前各市县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区域。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各地级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全区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 

新疆 《兵团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 
2020 年年底前，兵团各城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区域，“乌-昌－石”“奎－独－乌”区域兵团有关城市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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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方面，国家阶段标准以及排气烟度限值标准并行。我们梳理了各省（含直辖市）

公布的柴油货车治理实施方案，整理了各省关于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判断标准；对于未

公布相关信息的省份，我们整理了其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公布的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

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相关通告（实际上对于部分省份，其省内不同地级市也会采取不同的排

放标准，本次报告中我们以其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作为代表情形）。我们发现目前国内采取

的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 以国家阶段排放标准作为判断依据：例如山东、辽宁等省份明确规定，各市依法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对达不到国三排放标准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入场作业；重庆、四川要求禁止国一排放标准及以前的非道路

机动机械在禁用区域内使用。 

（2） 以排气烟度标准中的Ⅲ类限值作为判断依据：例如北京、天津、陕西、广东等地

以《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所规定Ⅲ

类限值作为标准，超过该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在禁用区域内使用。 

（3） 结合以上两种标准作为判断依据：例如上海、广西等地要求国一及以前的，或排

量超过《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所规

定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在禁用区域内使用。 

排气烟度标准使用更多，国家阶段标准更为刚性。根据我们对各地方政策的整理，在判

断非道路移动机械是否属于高排放机型时，参考排气烟度Ⅲ类限值的省市居多数；而参考国

家阶段的标准更为刚性。因为对于排气烟度限制标准，无论该非道路移动机械属于国一、国

二或国三阶段，只要排量在Ⅲ类限值以内（无论是直接达标或改装后达标）均可使用于禁用

区域内，相比于国家阶段“一刀切”式标准更为灵活。 

表 8：部分省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标准（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 

省（含直辖市）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标准 参考文件 

黑龙江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

区的通告》 

江西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范围的通告》 

浙江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的通告》 

湖北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关于划定武汉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的通告》 

陕西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陕西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甘肃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兰州市人民政府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

机械禁止使用区域的通告》 

宁夏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标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广东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标准 
《广东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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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含直辖市）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标准 参考文件 

福建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标准 
《福州市关于加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监管的公告》 

天津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Ⅲ类限值标准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的通告》 

北京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的通告》 

吉林 国三（表示国三机型为达标，以下同）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

域的通告》 

河南 国三 《河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辽宁 国三 《辽宁省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山东 国三 《山东省打好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坚战作战方案》 

安徽 国三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的通

告》 

湖南 国三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的通告》 

内蒙古 国三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区域的通告》 

重庆 国二 
《重庆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认定标准及禁止使用区域划定

工作方案》 

山西 国二 
《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的通告》 

四川 国二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

的通告》 

广西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的Ⅲ类限值标准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

域的通告》 

新疆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关于划定乌鲁木齐市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

通告》 

上海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试方法》

（GB36886-2018）中的Ⅲ类限值标准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

的通告》 

江苏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

域范围的通告》 

河北 
国三+《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关于调整石家庄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的通告》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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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挖掘机存量更换需求测算：全国逾 40 万台规模 

4.1 存量挖机以国二、国三占主体 

挖掘机的市场需求可拆分为新增需求与更新需求，其中更新需求主要产生于使用寿命到

期或环保政策的限制。接下来我们定量测算环保政策带动下的挖掘机更换需求。 

存量挖掘机中，国二、国三占主体。首先我们对国内挖掘机存量规模及细分结构进行估

算。我们假设挖掘机平均使用寿命为 10 年，则我们将 2010 年至今（最新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国内各省挖掘机销量数据求和估算目前挖掘机存量规模，合计约 123.8 万台。由上文

所述，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一、国二、国三阶段标准分别于 2008 年 9 月、2010 年 10 月、

2016 年 4 月实施，故我们假设 2010 年销量主要为国一机型；2011-2015 年销量主要为国二

机型；2016-2019 年主要为国三机型，由此计算出目前国一、国二、国三挖掘机存量规模分

别为 16.4、52.1、55.3 万台。 

江苏、山东、四川、安徽、河南系挖掘机前五大存量规模地区。分地区来看，根据我们

的估算，目前挖掘机总存量规模前五大省依次是江苏省（8.9 万）、山东省（8.8 万）、四川省

（8.4 万）、安徽省（7.5 万）、河南省（7.0 万），五省占比约全国的 33%；细分来看，国一

存量中，前五大省依次是江苏省（1.3 万）、四川省（1.2 万）、安徽省（1.2 万）、山东省（1.0

万）、河南省（0.8 万），五省占比约全国的 34%；国二存量中，前五大省依次是四川省（3.6

万）、山东省（3.5 万）、江苏省（3.3 万）、安徽省（3.0 万）、河南省（2.8 万），五省占比约

全国的 31%；国三存量中，前五大省依次是山东省（4.3 万）、江苏省（4.3 万）、四川省（3.6

万）、河南省（3.5 万）、安徽省（3.4 万），五省占比约全国的 34%。 

图 9：全国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图 10：全国国一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协会，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协会，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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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全国国二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图 12：全国国三挖掘机存量规模结构（分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协会，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协会，西南证券整理 

4.2 存量挖掘机更新需求定量测算，全国逾 40 万台 

定量测算挖掘机更换需求，全国合计逾 40 万台规模。我们以省（含直辖市）为单位对

当地高排放挖掘机更新需求进行测算。根据我们的梳理，各省对高排放的定义采取了不同标

准：1）国家阶段标准、2）排气烟度标准中的Ⅲ类限值、3）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标准。 

其中对于国家阶段标准：我们假设所有规定阶段标准以前的挖掘机均需要更换，例如某

省规定国三以前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使用于禁用区，则该省国二及以前机械需要淘汰更换； 

对于排气烟度标准中的Ⅲ类限值：我们假设所有国一机型均无法达标，需淘汰更换；50%

国二机型可以通过改装达标；所有国三机型均可达标，无需替换。 

我们根据过去十年（假设挖掘机寿命为十年）当地挖掘机销量估算其存量规模及结构，

结合各省具体限排标准测算并求和得到全国高排放挖掘机更新需求约 41 万台（此处为乐观

估计，由于各省禁用区之外区域仍可使用高排放车辆，故实际更新需求可能略小于该测算结

果）。 

表 9：各省挖掘机更新需求测算（万台） 

省（含直辖市）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标准 国一存量（万台） 国二存量（万台） 替换规模（万台） 

黑龙江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 
0.5 1.0 1.0 

江西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0.6 1.5 1.3 

浙江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0.6 1.9 1.5 

湖北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0.8 2.7 2.1 

陕西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0.5 1.6 1.3 

甘肃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0.3 1.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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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含直辖市）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标准 国一存量（万台） 国二存量（万台） 替换规模（万台）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宁夏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标准 
0.2 0.6 0.5 

广东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标准 
0.2 1.2 0.8 

福建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标准 
0.5 1.2 1.0 

天津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Ⅲ类限值标准 
0.1 0.3 0.3 

北京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中Ⅲ类限值标准 
0.4 1.2 1.0 

吉林 国三（表示国三机型为达标，以下同） 0.4 1.0 1.4 

河南 国三 0.8 2.8 3.6 

辽宁 国三 0.6 1.5 2.2 

山东 国三 1.0 3.5 4.5 

安徽 国三 1.2 3.0 4.1 

湖南 国三 0.7 2.3 3.0 

内蒙古 国三 0.5 1.5 2.1 

重庆 国二 0.5 1.7 0.5 

山西 国二 0.5 1.8 0.5 

四川 国二 1.2 3.6 1.2 

广西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的Ⅲ类限值标准 
0.6 2.1 0.6 

新疆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0.4 1.8 0.4 

上海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试方法》

（GB36886-2018）中的Ⅲ类限值标准 
0.2 0.6 0.2 

江苏 
国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 
1.3 3.3 3.0 

河北 
国三+《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 
0.6 1.6 2.2 

合计（万台） 15.0 46.3 41.0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中国工程机械协会，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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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工程机械国内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在产品、售后、盈利能力等方面均不断提升，市场占有

率及竞争实力均提升显著，并且具备持续提升的潜力。我们首推国内工程机械龙头三一重工、

核心液压元件龙头恒立液压；此外建议关注徐工机械、中联重科、艾迪精密。 

表 10：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市值（亿元） 投资评级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倍） 

2019A 2020E 2021E 2019A 2020E 2021E 

600031.SH 三一重工 1628.90 买入 112.07 136.90 152.32 15 12 11 

601100.SH 恒立液压 639.63 持有 12.96 15.77 18.38 49 41 35 

000425.SZ 徐工机械 491.17 持有 36.21 44.23 50.75 14 11 10 

000157.SZ 中联重科 536.96 持有 43.71 53.94 59.11 12 10 9 

603638.SH 艾迪精密 193.77 持有 3.42 4.84 6.42 57 40 30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艾迪精密归母净利润预测来自 wind 一致预期） 

6 风险提示 

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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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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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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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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