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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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化学储能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化学储能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化学储能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化学储能行业

的现状、中国化学储能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化学储能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化学储能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化学储能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化

学储能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储能（stored energy）是指通过介质或设备把能量存储起来，在需要时再释放的过程。储能

又是石油油藏中的一个名词，代表储层储存油气的能力。储能本身不是新兴的技术，但从产

业角度来说却是刚刚出现，正处在起步阶段。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化学储能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近年来，中国储能市场的累计装机规模保持稳定发展，2019年时已达32.4GW，

同比增长3.51%。

          时间   中国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及增速(GW)   增速（%）       2014年   21.9   　       2015年  

23.2   5.94       2016年   24.3   4.74       2017年   28.9   18.93       2018年   31.3   8.30       2019年   32.4   3.51     

 202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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