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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智慧火电运维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章

。报告介绍了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智

慧火电运维行业的现状、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慧火电运维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智慧火电运维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1年我国火力发电量累计值达57702.7亿千瓦时，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8.4%。                  

                     指标   2021年12月   2021年11月   2021年10月   2021年9月   2021年8月   2021年7月     火力

发电量当期值(亿千瓦时)   5432.8   4645   4263.7   4521.4   5166.9   5239.7     火力发电量累计值(亿千

瓦时)   57702.7   52227.2   47556.4   43273   38723   33537.4     火力发电量同比增长(%)   -4.9   -2.5   5.2

  5.7   0.3   12.7  火力发电量累计增长(%)8.49.911.311.912.614.7

第1章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综述及数据来源说明

1.1 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界定

1.1.1 火电运维界定

1.1.2 智慧火电运维界定

1.1.3 智慧火电运维相似概念辨析

1.1.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归属

1.2 智慧火电运维运营模式分类

1.2.1 传统火电运维模式：资产委托、运维全业务委托、代运维劳务委托



1.2.2 火电运维智能化发展模式

1.3 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专业术语说明

1.4 本报告研究范围界定说明

1.5 本报告数据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

第2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宏观环境分析（PEST）

2.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政策（Policy）环境分析

2.1.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监管体系及机构介绍

（1）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主管部门

（2）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自律组织

2.1.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1）中国智慧火电运维标准体系建设

（2）中国智慧火电运维现行标准汇总

（3）中国智慧火电运维即将实施标准

（4）中国智慧火电运维重点标准解读

2.1.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相关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相关政策汇总

（2）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相关规划汇总



2.1.4 国家&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对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2.1.5 &ldquo;碳中和，碳达峰&rdquo;愿景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2.1.6 政策环境对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的影响总结

2.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经济（Economy）环境分析

2.2.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2.2.2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2.2.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分析

2.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社会（Society）环境分析

2.3.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2 社会环境对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的影响总结

2.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技术（Technology）环境分析

2.4.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技术工艺流程

2.4.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关键技术分析

2.4.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现状

2.4.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专利申请及公开情况

（1）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专利申请



（2）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专利公开

（3）中国智慧火电运维热门申请人

（4）中国智慧火电运维热门技术

2.4.5 技术环境对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的影响总结

第3章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前景预判

3.1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历程介绍

3.2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宏观环境背景

3.2.1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经济环境概况

3.2.2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政法环境概况

3.2.3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技术环境概况

3.2.4 新冠疫情对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的影响分析

3.3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规模体量分析

3.4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区域发展格局及重点区域市场研究

3.4.1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区域发展格局

3.4.2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重点区域市场发展状况

3.5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重点企业案例研究

3.5.1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3.5.2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企业兼并重组状况

3.5.3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重点企业案例

3.6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趋势预判及市场前景预测

3.6.1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3.6.2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3.7 全球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第4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出口贸易状况及对外贸易依存度

4.1 全球及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发展差异分析

4.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出口贸易整体状况

4.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口贸易状况

4.3.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口规模

4.3.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口价格水平

4.3.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口产品结构

4.3.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进口来源地

4.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出口贸易状况

4.4.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出口规模

4.4.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出口价格水平



4.4.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4.4.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产品出口目的地

4.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对外贸易依存度

4.6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预判

4.6.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

4.6.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预判

第5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5.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历程介绍

5.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特性解析

5.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主体类型及入场方式

5.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主体数量规模

5.5 中国火电发电行业装机容量变化情况

5.5.1 中国火电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变化情况

5.5.2 中国火电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变化情况

5.5.3 中国火电发电累计装机量区域分布状况

5.6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渗透状况分析

5.7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饱和度分析



5.8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招投标市场解读

5.9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规模体量分析

第6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及国际市场竞争力分析

6.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6.1.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分析

6.1.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关键要素的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6.1.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消费者议价能力分析

6.1.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潜在进入者分析

6.1.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替代品风险分析

6.1.6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竞争情况总结

6.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投融资、兼并与重组状况

6.2.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投融资发展状况

6.2.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兼并与重组状况

6.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6.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6.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分析

6.6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重点企业海外布局状况



第7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链全景梳理及供应链布局诊断

7.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结构属性（产业链）分析

7.1.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链结构梳理

7.1.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链生态图谱

7.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价值属性（价值链）分析

7.2.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7.2.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价值链分析

7.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上游产品供应状况分析

7.3.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上游市场概述

7.3.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上游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7.3.3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上游设备供应状况及智能化发展分析

7.3.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上游软硬件供应状况

（1）检测设备

（2）巡检设备

（3）数据采集

（4）数据存储



（5）防火墙

（6）服务器

（7）云计算

（8）数据价值化软件

（9）火电智能运维机器人

（10）火电智能运维无人机

7.3.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上游供应的影响总结

7.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中游细分服务市场分析

7.4.1 中国火电运维信息化布局现状分析

7.4.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分析

7.4.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服务市场分析

7.4.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数据价值化服务市场分析

7.4.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PHM）应用现状

7.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细分产品/服务市场前瞻

7.5.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细分市场趋势预判

7.5.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细分市场前景预测



7.6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供应链布局诊断

第8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下游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8.1 中国火电发电行业发展历程

8.2 中国火电发电行业市场特征

8.3 中国火电发电量规模变化情况

8.4 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规模变化情况及火电占比

8.5 中国火电发电产业链结构及生态梳理

8.6 智慧火电运维在火电发电产业中的重要性分析

8.6.1 从降低费用和成本角度

8.6.2 从提高运作效率角度

8.6.3 从安全角度

8.7 中国火电细分智慧运维市场分析

8.7.1 中国火电行业细分市场结构

8.7.2 中国火电细分智慧运维市场分析

8.8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细分应用场景分析

8.8.1 电站智慧运行监控

8.8.2 电站数据关联分析及预警



8.8.3 电站数据识别及异常诊断

8.8.4 电站故障检测、预测及维修

8.8.5 电站安全及运维安全管理

8.8.6 电站资产安全管理

8.8.7 电站清洁除草

8.8.8 电站技术改造

第9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区域布局状况及重点区域市场解读

9.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资源区域分布状况

9.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注册企业数量区域分布

9.3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区域市场发展格局分析

9.4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集群发展及产业园区建设状况

9.4.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9.4.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园区建设状况

9.5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重点区域市场分析

9.5.1 山东省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状况

9.5.2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状况

9.5.3 江苏省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状况



9.5.4 广东省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状况

9.5.5 山西省智慧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状况

第10章中国火电运维行业发展痛点及产业转型升级布局动向追踪

10.1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10.2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10.2.1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营收状况

10.2.2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利润水平

10.2.3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成本管控

10.3 中国火电运维行业市场痛点分析

10.4 中国火电运维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发展路径

10.5 中国火电运维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布局动向追踪

10.5.1 中国火电运维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动向追踪

10.5.2 中国火电运维产业信息化管理布局动向追踪

10.5.3 中国火电运维产业数字化转型布局动向追踪

10.5.4 中国火电运维产业低碳化/绿色转型布局动向追踪

第11章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重点企业布局案例研究

11.1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重点企业布局梳理



11.2 中国智慧火电运维行业重点企业布局案例研究

11.2.1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火电运维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火电运维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布局状况

（5）企业智慧火电运维业务布局规划及最新动向追踪

（6）企业智慧火电运维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11.2.2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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