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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电网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工程。目前很多复杂的智能电网项目正在进行中，但

缺口仍是巨大的。对于智能电网技术的提供者来说，所面临的推动发展的挑战是配电网络系

统升级、配电站自动化和电力运输、智能电网网络和智能仪表。  

      智能电网是电网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讯、计算机、自动化等技术在电网中得到广泛深

入的应用，并与传统电力技术有机融合，极大地提升了电网的智能化水平。传感器技术与信

息技术在电网中的应用，为系统状态分析和辅助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使电网自愈成为可能

。调度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柔性输电技术的成熟发展，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电源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基本保障。通信网络的完善和用户信息采集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了电网与用户的

双向互动。随着各种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应用并与物理电网高度集成，智能电网应运而生

。

      发展智能电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实现清洁能源的开发、输送和消纳，电网必

须提高其灵活性和兼容性。为抵御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电网必须依靠智能化手

段不断提高其安全防御能力和自愈能力。为降低运营成本，促进节能减排，电网运行必须更

为经济高效，同时须对用电设备进行智能控制，尽可能减少用电消耗。分布式发电、储能技

术和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供用电模式，促使电力流、信息流、业务流不断融

合，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用户需求。

      《2018-2024年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分析与投资机遇预测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智

能电网行业发展环境以及智能电网行业发展现状，接着分析了中国智能电网行业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能电网行

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智能电网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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