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6年中国大气污染

控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www.bosidata.com

http://www.bosidata.com


报告报价

《2020-2026年中国大气污染控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

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

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bosidata.com/report/501285P4EH.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8000元 电子版8000元 纸介+电子8200元

【出版日期】2020-03-16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订购电话】全国统一客服务热线：400-700-3630(免长话费)  010-57272732/57190630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501285P4EH.html


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大气污染控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大

气污染控制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大气污染控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大气污染控制行业

的现状、中国大气污染控制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大气污染控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大气污染控制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大气污染控制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大气污染控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煤和石油都是上古时代的动物和植物遗骸形成的，统称为化石燃料，是目前人类的主要能

源来源，工业燃料产生的烟尘比较容易控制，有成熟的技术。硫化物是形成酸雨的主要原因

，但处理硫化物的投资较高，一般用石灰水吸收，形成硫化钙（石膏）回收，可用于制造水

泥或改良土壤。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变暖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也是最难处理和削减的污染

物，只能以改变能源结构，采用清洁能源的方式削减。 

     工业大气污染物的控制是主要的，但用于生活燃料造成的大气污染却是普遍的，尤其是用

于家家户户取暖的燃煤污染是很难处理的，只能采取集中供热和改变燃煤为燃气的方式减少

污染物排放，但集中供热需要投资大，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 汽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碳和

碳氢化合物是由于汽油燃烧不完全造成的，需要不断改良汽车的燃烧效率，但悖论是汽车燃

烧效率越高，排放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越少，排放的氮氧化物会提高，随着汽车数量的

增加，随着对汽车尾气排放要求越严格，氮氧化物污染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应对问题。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大气污染控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累计值达333714台（套），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

降13.7%。             指标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月  

2019年6月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当期值(台（套）)   30362   37268   31651   32047   33309  

31770   27414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累计值(台（套）)   333714   408579   402925   351097  

336297   306415   280039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8.8   -0.4   -22.4   -3.1   -4.6   -6.5  

-11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累计增长(%)   -13.7   -7.6   -4.6   -7   33   44.2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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