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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2-20
29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5/59705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800元    纸介版：7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0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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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政策支持+技术先行 产业将迎大爆发
一、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概况
光伏建筑一体化即BIPV（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光伏
）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与BAPV在应用形式、适用组件上存在差异。

BIPV和BAPV的区别
一体化类型
应用形式
附加效益
适用组件
光伏组件与建筑结合(BAPV)
屋顶倾角
-
无特殊要求，性价比优先，普通光伏组件即可
屋面平铺
保温隔热、通风
墙体贴附安装
降低墙体温度，减少空调冷负荷
光伏组件与建筑一体化(BIPV)
光伏屋顶
节材、保温
必须考虑建筑的结合性，性价比次之;通常需要采用不同形状、颜色和透光度的光伏组件，
部分场景需要柔性组件，更具消费品特性
光伏幕墙
遮阳、节材、保温
光伏遮阳板
遮阳
采光顶
采光、照明、节材
阳台护栏
节材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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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保持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为83128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比增长10.7%；2022年1-4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为26829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比
增长10.5%。但由于电力投资不足,新增电力投产速度明显与电力需求增长不匹配，国内电力
供应紧张。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工业和高耗电产业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缺电局面，电力资源紧缺下光伏发电迎来机遇。
据数据，2021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54.93GW，累计装机容量为305.99GW；2
022年1-3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3.21GW，累计装机容量为318.55GW。根据国
家能源局印发《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目前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达到12.2%左右。未来随着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保持增长，光伏发电将在社会供电体系
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预计2025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16.
5%。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政策环境
随着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益枯竭，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在我国坚持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理念的情况下，太阳能凭借清洁、安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等显著优势逐渐
受到国家关注。此外光伏建筑一体化对提高我国绿色能源占比、促进建筑节能降耗来说也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近年来国家对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相继出台相关政
策引导和支持行业发展。
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
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21年6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正式下
发《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拟在全国组织开展整
县（市、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提出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
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
于40%；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30%；农村居民屋顶总面积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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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20%。光伏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电力方式，受到国家层面鼓励支持
，未来光伏建筑一体化将迎来更大发展。
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相关内容 2021年6月
《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国家能源局 拟在全国组
织开展整县（市、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提出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
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
比例不低于40%；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30%；农村居民屋顶总
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20%。 2018年4月19日
《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
建设独立的“就地消纳”建筑光伏一体化电站 2017年12月19日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用电
量免收随电价征收的各类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容量费和其他相关并网服务费。
2016年12月18日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 继续支持在已建成且具
备条件的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用电集中区域规模化推广屋顶光伏发电系统。
2016年11月8日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4-2020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
十三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重点发展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实施光
伏建筑一体化工程。 2016年12月8日 《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家能源局 大力推进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继续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设，到2020年建成100个分布式
光伏应用示范区，园区内80%的新建建筑屋顶、50%的已有建筑屋顶安装光伏发电。
2016年12月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坚持技术进步、降低
成本、扩大市场、完善体系。优化太阳能开发布局，优先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扩大“光伏+
”多元化利用，促进光伏规模化发展。 2016年12月 《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
国家能源局 将新型高效低成本光伏发电关键技术列为集中攻关类，研究目标：研制出新型
高效低成本光伏电池，突破大型光伏电站设计集成和运行维护关键技术，掌握GW级光伏电
站集群控制技术。将多能互补分布式发电和微网应用推广列为应用推广类，研究目标：实现
智能化分布式光伏应用、光伏微电网互联、交直流混合微电网以及多能互补微网统一能量管
理等的工程示范和推广应用。将光伏组件用高分子材料开发及应用列为示范实验类，研究目
标：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光伏用高分子材料制造技术，实现项目产品在光伏发电上
大规模应用。 2014年9月2日 《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
国家能源局 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充分利用具备条件的建筑屋顶(含附
属空闲场地)资源，鼓励屋顶面积大、用电负荷大、电网供电价格高的开发区和大型工商企
业率先开展光伏发电应用。 2014年6月7日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国务院办公厅 鼓励大型公共建筑及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2014年5月7日 《光电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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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光电建筑应用委员会 规划纲要主要阐述了我国光电建筑发展所取
得的成就，明确了光电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光电建筑发展的保障措施，是“十三五”时期我
国光电建筑发展的基本依据。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根据数据，2021年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量为29GW，较上年同比增长86.9%；2022年1-
3月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量为8.87GW，较上年同比增长192%。2016-2022年1-3月我国
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由10.32GW增长至115.61GW。预计2021-2025年我国BIPV装机量
由1.1GW增长至30.2GW，在分布式光伏中的渗透率由4.9%增至74.5%。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3.技术环境
技术的发展使BIPV应用更加快捷。我国制定出庞大的光伏技术发展计划，旨在大幅度提高
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和稳定性，降低成本，不断扩大产业。现阶段我国光伏技术已经初步形成
商业化生产能力，进而驱动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发展。
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经过30年发展逐渐多样化。目前主要光伏技术有晶硅光伏组件、铜铟镓
硒(CIGS)薄膜光伏组件、碲化镉(CdTe)薄膜光伏组件。不同种类光伏组件具有不同的技术
特点，在与光伏建筑一体化结合时，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与特点，极大的扩大了光伏建筑一体
化的应用场景，产业进入从追求规模与速度向重视效益与质量转变的关键时期。
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分类及其特点 光伏技术 简介 优点 缺点 晶硅组件 晶硅组件主要分为多
晶硅和单晶硅两种。在外观方面，单晶硅电池的四角呈现圆弧状，表面没有花纹，颜色为深
蓝色(接近于黑色)；而多晶硅电池的4个角呈现方角，表面有类似冰花一样的花纹，颜色为
浅蓝色 晶硅类BIPV组件主要是使用封装材料将多晶硅电池片或单晶硅电池片封装在两层或
多层钢化玻璃中间，通过调整电池片的数量、排布、间距或采用穿孔硅电池片，达到特定的
透光率，其中也包含一些使用彩色电池片的BIPV组件。晶硅类BIPV组件尺寸、模数及厚度
可满足建筑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背板及太阳能电池片颜色可根据建筑要求进行选择。晶硅类
BIPV组件单位装机功率高，单位功率可达160W/m�~220W/m�；转化效率可达16%~22%，
同样装机面积下发电量优于薄膜组件。 由于晶硅自身的技术原因，传统的晶硅组件色泽一
致性差，组件之间会有明显的色差，电池片之间有明显的电路线，达不到建筑美观要求(图2
)。彩色的BIPV组件技术还不成熟，太阳能电池片可以在加工过程中，加特殊的化学药剂染
色烧结而成彩色芯片，不但组件功率会降低30%左右，外观仍达不到建筑美观的需求。彩色
晶硅BIPV组件通过盖板玻璃或PVB进行色彩调节，可研制出多种电子片间距、色彩、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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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定制化BIPV光伏组件。 铜铟镓硒薄膜组件 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组件以铜铟镓硒半导体薄
膜作为吸收层，由前盖板超白玻璃层、封装胶层、薄膜电池各功能层、衬底钠钙玻璃层及接
线盒组成。其中薄膜电池各功能层总厚度仅3�m左右。 与目前主流晶硅太阳能电池相比，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具有全生命周期发电量更多、弱光性好、衰减率低、安全稳定性好
、能源回收周期短的优点。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组件完全能够满足建筑美学需求，色彩和质感
丰富，被国际上称为“极具发展前景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尤其是彩色CIGS光伏组件可以适应
各种建筑类型的需求。 由于铜铟镓硒薄膜组件技术发展时间短，其单位面积功率及组件转
化效率明显低于晶硅类组件，产线组件平均效率为15%~16%。此外，CIGS组件价格偏高，
是晶硅组件价格的3~5倍，直接导致收益回收期过长，这成为制约CIGS组件在建筑中推广应
用的不利因素。 碲化镉薄膜光伏组件 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是一种以P型碲化镉和N型硫化
镉(CdS)的异质结为基础的太阳能电池。碲化镉是直接带隙半导体，光吸收强，其禁带宽度
与地面太阳光谱有很好的匹配，是一种良好的太阳能电池材料。 化镉薄膜光伏组件具有温
度系数低、弱光效应好、稳定性高、热斑效应小等特点，组件色彩均匀、美观大方，整体感
强，特别适合于对美观度要求较高的建筑上使用。 碲化镉薄膜光伏组件单位面积功率及组
件转化效率都比晶硅组件低，产线组件平均效率为17%~18%。虽然碲化镉标准组件在价格
上已接近于晶硅组件，但定制化的BIPV组件价格仍较高，是晶硅组件价格的3~5倍，这成为
制约碲化镉组件在建筑中推广应用的不利因素。镉作为重金属具有毒性，碲化镉太阳能电池
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一旦排放，将对环境造成污染。这对其在建筑上的
应用产生了制约。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zlj）
三、总结
受社会用电需求激增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影响，光伏建筑一体化成为国家扶持的新兴产业。
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促进光伏建筑一体化规模化发展，国家给予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的财政补
贴增加则将驱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渗透率持续提升。在政策驱动下，目前光伏建筑一体化已蓄
势待发。同时技术先行，使得光伏建筑一体化转化效率更高，外观更美观多样，助力光伏建
筑一体化建筑降本增效，产业或将迎来大爆发。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2-20
29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
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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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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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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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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