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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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多能互补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多能互

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多能互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多能互补行业的现状、中国多能

互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多能互补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多能互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多能互补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多能互补是一种能源政策。按照不同资源条件和用能对象，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以缓

解能源供需矛盾，合理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世界石油危机使许多国家认

识到依赖一、两种主要能源非常危险，而且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

严重。所以有人主张多种能源并重，相互补充。中国从80年代初开始制订的能源政策，要求

逐步改变单一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尽可能开发利用其他能源资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

和核能的合理利用，特别是要不断增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如水电、太阳能、风能

、海洋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氢能等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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