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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能热能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电能热能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电能热能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能热能行业的现状、

中国电能热能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电能热能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电能热

能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能热能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能热能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电力是以电能作为动力的能源。发明于19世纪70  年代，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工

业化高潮。成为人类历史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之一，从此科技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20世纪出现的大规模电力系统是人类工程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由发电、

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力生产与消费系统。它将自然界的一次能源通过机

械能装置转化成电力，再经输电、变电和配电将电力供应到各用户。

    产生的方式主要有：火力发电（煤等可燃烧物）、太阳能发电、大容量风力发电技术、核

能发电、氢能发电、水利发电等。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能热能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

明：2016年我国发电量达59111.2亿千瓦时，累计增长4.5%。                                       指标             2016

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发电量_当期值(亿千瓦时)             5328.9             5034.1             4875.8             4912.8            

5617.2             5506.1                               发电量_累计值(亿千瓦时)             59111.2             53700.8            

48646.9             43732.3             38771.6             33120.5                               发电量_同比增长(%)             6.9     

       7             8             6.8             7.8             7.2                               发电量_累计增长(%)             4.5             4.2    

        3.9             3.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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