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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

分析报告》介绍了智能电网大数据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了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行业的现状、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能电网大

数据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智能电网大数据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电网大数据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智能电网就是电网的智能化（智电电力），也被称为&ldquo;电网2.0&rdquo;，它是建立在

集成的、高速双向通信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技术、先进

的控制方法以及先进的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

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目标，其主要特征包括自愈、激励和保护用户、抵御攻击、提供满足21

世纪用户需求的电能质量、容许各种不同发电形式的接入、启动电力市场以及资产的优化高

效运行。

      随着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我国电力装机容量迅速扩张。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

国智能电网大数据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表明：2010-2018年，我

国发电装机量从9.66亿千瓦时上升至19亿千瓦，装机总量翻了一倍多，至2019年，我国发电总

装机量已经达到20.11亿千瓦。                                      时间   中国发电总装机量(亿千瓦)   增速（%

）     2010年   9.66   　     2011年   10.63   10.04     2012年   11.47   7.90     2013年   12.58   9.68     2014年  

13.7   8.90     2015年   15.25   11.31     2016年   16.51   8.26     2017年   17.77   7.63     2018年   19   6.92 

2019年20.115.84

第一部分 产业结构分析

 第一章 大数据的定义及作用

 　　第一节 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

　　　　一、大数据的定义

　　　　　　1 、从宏观世界角度

　　　　　　2 、从信息产业角度

　　　　　　3 、从社会经济角度

　　　　二、大数据的特征

　　　　三、大数据的结构分析



　　第二节 大数据的研究的重要性

　　　　一、扞卫国家网络主权

　　　　二、核心博思数据化的推动力

　　　　三、可以诞生战略新兴产业

　　　　四、让科学研究方法论得到重新审视 

第二章 大数据的发展现状调研

 　　第一节 大数据发展概况

　　　　一、全球研究现状调研

　　　　二、国内研究现状调研

　　第二节 中国大数据的发展规模

　　　　一、2016-2020年中国网民规模分析  

　　　　二、2016-2020年中国网络大数据的数据总量分析

　　　　三、2016-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 我国大数据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一、2021-2027年中国网民规模预测分析

　　　　二、2021-2027年中国网络大数据的数据总量预测分析

　　　　三、2021-2027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第四节 我国大数据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复杂性

　　　　二、不确定性

　　　　三、涌现性 

第三章 大数据的收集、存储和运用

 　　第一节 网络空间感知与数据表示

　　　　一、网络大数据的感知与获取

　　　　二、网络大数据的质量评估与采样

　　　　三、网络大数据的清洗与提炼

　　　　四、网络大数据的融合表示

　　第二节 网络大数据存储与管理体系

　　　　一、分布式数据存储

　　　　二、数据高效索引

　　　　三、数据世系管理

　　第三节 网络大数据挖掘和社会计算



　　　　一、基于内容信息的数据挖掘

　　　　二、基于结构信息的社会计算

　　第四节 网络数据平台系统与应用

　　　　一、网络大数据平台引擎建设

　　　　二、网络大数据下的高端数据分析

　　　　三、网络大数据的应用 

第四章 国内智能电网所属行业现状调研

 　　第一节 中国智能电网所属行业现状分析

　　　　一、中国智能电网发展概述

　　　　二、中国智能电网发展现状分析

　　　　三、2016-2020年中国智能电网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6-2020年中国智能电网销售收入分析

　　　　五、2016-2020年中国智能电网利润总额分析

　　第二节 中国智能电网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中国智能电网行业趋势预测展望

　　　　二、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发展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智能电网行业面对的问题分析

　　　　一、当下中国智能电网行业面对的问题分析

　　　　二、中国智能电网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三、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第二部分 产业现状分析

 第五章 智能电网迈入大数据时代

 　　第一节 智能电网企业迈入大数据时代

 　　第二节 大数据给智能电网带来的机遇分析

 　　第三节 大数据给智能电网带来的挑战分析

 　　第四节 大数据智能电网规模分析

　　　　一、2016-2020年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6-2020年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销售收入分析

　　　　三、2016-2020年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投资规模分析 

第六章 大数据+智能电网的应用

 　　第一节 大数据在智能电网开发中的应用分析

  　　第二节 大数据在智能电网营销中的应用分析



 　　第三节 大数据在我国智能电网企业应用中的挑战

　　　　一、来自大数据的问题和应对

　　　　二、智能电网企业自身的困境和应对

　　第四节 大数据在智能电网中发展的驱动力及存在的障碍分析

　　　　一、驱动力分析

　　　　二、需要客服的障碍分析 

第七章 智能电网大数据的结合形势分析

 　　第一节 智能电网中大数据的表现形式

　　　　一、智能电网中大数据的作用

　　　　二、智能电网中大数据的特点

　　第二节 智能电网与大数据结合的优势分析

 　　第三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四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的主要应用环节

　　　　一、发电侧

　　　　二、输变电侧

　　　　三、用电侧

　　第五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关键技术分析

　　　　一、大数据存储及处理平台。

　　　　二、大数据的数据解析

　　　　　　1 、数据挖掘与融合

　　　　　　2 、领域普适知识挖掘

　　　　　　3 、过程挖掘

　　　　　　4 、数据可视化

　　第六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未来具备投资价值的方向

　　　　一、服务社会与政府部门类应用领域

　　　　　　1 、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和预测

　　　　　　2 、相关政策制定依据和效果分

　　　　二、面向电力用户服务类应用领域

　　　　　　1 、需求侧管理/需求响应

　　　　　　2 、用户能效分析和管理

　　　　　　3 、业扩报装等营销业务辅助分析

　　　　　　4 、供电服务舆情监测预警分析



　　　　　　5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部署

　　　　三、支持公司运营和发展类应用领域

　　　　　　1 、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分析和控制

　　　　　　2 、基于电网设备在线监测数据的故障诊断与状态检修

　　　　　　3 、短期/超短期负荷预测分析

　　　　　　4 、配电网故障定位

　　　　　　5 、防窃电管理

　　　　　　6 、电网设备资产管理

　　　　　　7 、储能技术应用

　　　　　　8 、城市电网规划 

第三部分 产业竞争风险

 第八章 主要企业分析

 　　第一节 应用大数据的智能电网企业分析

　　　　一、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简介

　　　　　　2 、企业经营现状调研

　　　　　　3 、企业竞争优势

　　　　　　4 、企业大数据现状调研

　　　　　　5 、企业最新动态  

　　　　二、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简介

　　　　　　2 、企业经营现状调研

　　　　　　3 、企业竞争优势

　　　　　　4 、企业大数据现状调研

　　　　　　5 、企业最新动态

　　　　三、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简介

　　　　　　2 、企业经营现状调研

　　　　　　3 、企业竞争优势

　　　　　　4 、企业大数据现状调研

　　　　　　5 、企业最新动态

　　　　四、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简介

　　　　　　2 、企业经营现状调研

　　　　　　3 、企业竞争优势

　　　　　　4 、企业大数据现状调研

　　　　　　5 、企业最新动态

　　　　五、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简介

　　　　　　2 、企业经营现状调研

　　　　　　3 、企业竞争优势

　　　　　　4 、企业大数据现状调研

　　　　　　5 、企业最新动态

　　　　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1 、企业简介

　　　　　　2 、企业经营现状调研

　　　　　　3 、企业竞争优势

　　　　　　4 、企业大数据现状调研

　　　　　　5 、企业最新动态

　　第二节 智能电网企业大数据合作伙伴分析

　　　　一、阿里巴巴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三、百度公司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四、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五、移动集团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六、智能电网集团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七、联通集团

　　　　　　1 、企业简介

　　　　　　2 、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分析

　　　　　　3 、大数据业务开展现状调研 

第九章 智能电网大数据趋势分析分析

 　　第一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发展规模预测分析

　　　　一、2021-2027年智能电网大数据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二、2021-2027年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销售收入预测分析

　　　　三、2021-2027年中国智能电网大数据投资规模预测分析

　　第三节 智能电网大数据的投资价值分析

 第四部分 投资前景与建议

 第十章 投资前景与建议

 　　第一节 投资前景分析

　　　　一、政策风险分析

　　　　二、技术风险分析

　　　　三、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分析

　　　　五、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十一章 行业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行业结论



 　　第二节 细分行业结论

 　　第三节投资建议

　　　　一、投资前景研究建议

　　　　二、投资方向建议

　　　　三、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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