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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分析报告-行业营销环境与发展机会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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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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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近年来，汽车天窗越来越成为小汽车的标准配置，各款新车，几乎除了入门版本意外，中高
配版本无一例外都会加上天窗。
很多人都说汽车的天窗是用来耍帅耍酷用的，其实并不然，总结起来天窗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有了天窗便能为我们的乘驾带来不少方便。不仅能排出驾驶舱内浑浊的空气，改善车内环
境；并且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使用天窗换气所产生的噪音也远远低于侧窗。
从功能上来说，汽车天窗主要有四大功能：通风换气、天窗除雾、快速降温和美观舒适。
1、通风换气
多一个“窗”，自然多了一个通风口，因此打开天窗，可以增加车内空气流通的速度。尤其是
在车内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天窗这个位于上方的通风口可以改善车厢内通风换气的状况。因
为天窗是利用负压换气的原理，依靠汽车在行驶时气流在车顶快速流动形成车内的负压，将
车内污浊的空气抽出。由于不是直接进风，而是将污浊的空气抽出、新鲜空气从进气口补充
的方式进行通风换气，因此车内气流柔和，没有风直接刮在身上的不舒适感觉，也不会有尘
土的卷入，而且风噪很校。
2、天窗除雾
使用天窗除雾是一种快捷除雾的方法。特别是在南方的夏秋两季，雨水多，湿差大。开车的
人都知道，如果行车过程中将车的侧窗紧闭，就会增大车内外温差，前风挡玻璃容易形成雾
气。虽然大多数车都配备了防雾装置，但有的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车主只需要打开天窗便可
快捷消除前风挡的雾气，保证行车安全。
3、快速降温
炎热的夏天，车在太阳下曝晒一个小时，车内温度便会达到60℃左右。很多车主会选择马上
打开车内的空调降低车内温度。如果你的车有天窗，那么只需打开天窗，利用车辆行驶过程
中车顶形成的负压抽出燥热的空气便可降温。使用这种方法比使用空调降温的速度快2-3倍
，而且还降低了能耗。
4、美观舒适
因为一般进口高档汽车上基本都配有天窗，天窗除了作为一个很好的换气设备还可以使汽车
变得更美观、更舒适。
现代人对于天窗车型的喜爱，除了考虑功能上的好处外，还缘于他们在买车前的浪漫憧憬：
驾驶爱车，带上家人或爱人在林荫路上驰骋，斑驳的阳光透过天窗洒在车内，尽享与大自然
的亲密接触。
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中有七成左右的消费者认为天窗是有必要或者可以选择的，仅三成消
费者认为没必要装备天窗。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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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者调查中，未来换车时考虑有天窗车型的用户达到90%。这也符合当前中国消费形式
大于功能的特点。针对现有天窗车主，未来换车有94%可能性仍然会考虑天窗车型，而针对
无天窗车主，依然有81%受访者会考虑将来购买带天窗车型。一般再次购买汽车的车主，车
型和预算都会升级，天窗自然是在选择范围内。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一、汽车天窗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未来我国汽车销量可能会面临承压，汽车年销量预计将回落至2000万辆左右，而随着汽车
市场不景气的压力增加，汽车厂商将会增加汽车配置来迎合消费者，汽车天窗的装配率将会
提高，预计到2026年我国汽车天窗销量将超过1100万套。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未来我国汽车天窗销量的提升，将继续提升汽车天窗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到2026年我国汽
车天窗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33亿元。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汽车天窗行业投资预测
尽管2019年全球车市不振，车企净利润大多下滑，但跨国汽车零部件巨头投资中国市场的
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博世集团、霍尼韦尔、日本电装、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纷纷设立工厂或
者建立总部，我国汽车零部件投资规模不断增长。
同样，对于汽车天窗行业，我国优质的生产条件也不断吸引国内外厂商的目光。
2017年9月19日，伟巴斯特武汉新工厂正式动工，标志着伟巴斯特迈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
步。伟巴斯特将投资3亿元新建生产线扩充高端大尺寸全景天窗产能，新工厂占地超过6700
0平米。计划到2021年，伟巴斯特武汉生产基地汽车天窗产能将达到200万套/年，约占其中
国市场产能的五分之一。
柳州万超汽车天窗有限公司在柳州设立汽车天窗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接近1亿元。项目的
建设是上海万超重点面向柳州市场，利用柳州市的区位优势以及优惠政策，打造的汽车天窗
生产基地，满足柳州对高质量汽车天窗的需求，促进柳州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汽车市场的消费者正逐步趋于成熟，呈现细分化趋势。中国汽车市场随着消费时间
的增长以及消费理念的不断变化，消费者对汽车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正发
生改变，消费阶层逐渐呈现出消费细分的倾向。消费的汽车从品牌、车型、功能、外观等各
方面逐渐显示出细分市场独特的特性。消费者的喜好个性化使汽车的选装配置多样化和复杂
化，目前整车的选装配置多达种以上，比较流行的有车载导航、天窗、多功能、定速巡航、
真皮座椅等。消费者对一些零部件越青睐，则这些选配的零部件越畅销，天窗就属于这类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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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汽车天窗消费调研来看，消费者普遍亲睐带有天窗的汽车，国内汽车厂商为了加大汽
车销售的话语权，纷纷加大了对于汽车天窗研发。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汽车天窗行业的投资
将不断加大，主要在于技术研发和产能研发方面，技术方面如轻量化技术、太阳能车顶、超
大尺寸可开启全景天窗技术、多元化车顶模块方案和氛围灯技术，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产
能方面包括厂房、设备等方面的投资，未来行业投资增速保持较高的趋势。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WW）
其中全景天窗较受关注。全景天窗车型不仅有传统天窗的基本功能，还能给驾乘人员提供更
多的采光和更大的视野。能够突破笼式的空间束缚，更多地接触阳光与空气，使全景天窗成
为消费者享受汽车生活，提升格调品味的不二追求。
技术升级和消费者对驾乘体验的关注度提高使得汽车全景天窗在中国普及率逐渐提高，目前
我国乘用车汽车全景天窗的配置率在23%左右。从不同的车系来看，韩系和欧系车的全景天
窗装配率较高，均在35%以上；美系车的全景天窗装配率居中，在25%左右；自主品牌车和
日系车的全景天窗装配率较低，仅为5%左右。未来，汽车全景天窗在自主车和日系车的普
及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特别是近年来汽车全景天窗的装配需求呈现出由高端车型向中端车型转移的态势。同时，汽
车全景天窗生产企业不断增多，市场竞程度不断提高，目前中国汽车全景天窗市场中，不仅
有Webasto、Inalfa、Inteva、Yachiyo等国际大型生产企业，还有江苏铁锚明信交通科技有
限公司、柳州莫森泰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众多国内中
小型企业。随着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汽车全景天窗企业生存压力增加，企业纷纷调低汽车全
景天窗产品价格，汽车全景天窗的平均价格呈现下降的态势，毛利率也呈现下降的态势。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分析报告-行业营销环境与发展机会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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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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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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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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2018-2022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汽车天窗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汽车天窗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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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汽车天窗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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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汽车天窗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汽车天窗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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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汽车天窗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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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汽车天窗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汽车天窗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汽车天窗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汽车天窗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汽车天窗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汽车天窗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汽车天窗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汽车天窗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汽车天窗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汽车天窗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汽车天窗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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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汽车天窗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汽车天窗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汽车天窗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汽车天窗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汽车天窗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汽车天窗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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