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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新能源接入行业分析及投资策略咨询报告》介绍了新能

源接入新能源接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新能源接入新能源接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新

能源接入新能源接入行业的现状、中国新能源接入新能源接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新能源

接入新能源接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新能源接入新能源接入产业发展前景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能源接入新能源接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能源接入新

能源接入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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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国电力供需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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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工业用电增长呈现放缓态势

4）西部地区用电增速和增速降幅均高于中、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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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能质量问题

（2）电网调频与经济运行问题

（3）大电网稳定控制问题

（4）配电网运行控制问题

1）根本原因

2）电压调节问题

3）继电保护问题

4）孤岛引起的安全问题



5）监控通信问题

3.4 新能源并网难题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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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4.1.2 化学储能技术分析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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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4.3.3 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3.4 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4.4 中国自动发电控制（AGC）技术分析

4.4.1 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4.4.2 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4.4.3 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4.4 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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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案例&mdash;&mdash;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1）操作方式

2）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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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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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供应商议价能力

5.4.4 购买商议价能力

5.4.5 替代品威胁

5.4.6 竞争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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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国无功补偿装备行业供需分析

6.1.1 行业供需平衡状况

（1）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2）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3）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6.1.2 行业供需格局分析

（1）行业供给格局分析

（2）行业需求格局分析

6.2 中国无功补偿装备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6.2.1 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1）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竞争分析

（2）行业经济类型集中度分析

6.2.2 行业议价能力分析

6.3 中国无功补偿装置市场趋势调查

6.3.1 无功补偿装置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6.3.2 锂电池行业销售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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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产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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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有企业竞争能力分析

7.1.3 光伏逆变器市场价格分析

7.1.4 中国光伏逆变器行业发展趋势与趋势分析



（1）中国光伏逆变器产业转移趋势预判

（2）中国光伏逆变器市场趋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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