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光伏组件市场发展态势调研与投资战略分析
报告（2022-2029年）

报告大纲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homepage}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 中国光伏组件市场发展态势调研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2022-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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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618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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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基本概述
光伏组件一般指太阳电池组件，是由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超白布纹钢化玻璃、EVA、
透明TPT背板以及铝合金边框组成，具有使用寿命长，机械抗压外力强等特点。光伏组件的
结构形式一般有玻璃壳体式结构、底盒式组件、平板式组件、无盖板等几种。
光伏组件是按照材料分，可分为晶硅组件和薄膜组件。其中晶硅组件进一步的分为单晶硅和
多晶硅，薄膜组件进一步的分为碲化镉（CdTe）、铜铟硒（CIS），铜铟镓硒（CIGS）、
砷化镓（GaAs）、铜锌锡硫（CZTS）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二、行业发展现状
光伏组件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光伏发电是新能源、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电力产品。我国是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全国总面积2/3
以上地区年日照时数大于2000小时，为太阳能光伏发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自2005年起，
随着一批多晶硅项目建成投产，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到目前我国已是全
球光伏发电第一大市场。数据显示，2022年1-9月我国光伏发电量32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2.2%；利用小时数968小时，利用率为98.2%。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整理
装机容量不断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8GW，较上年
增加55GW，同比增长21.74%；累计装机容量为全球第一，占比为35%。2022年1-9月中国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35864万千瓦，同比增长28.8%；其中新增装机容量5260万千瓦，同比增
加2705万千瓦。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整理
随着光伏发电市场的不断发展，光伏组件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产能、产量不断增长。到目前
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全球占比超过3/4，稳居世界第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光伏组件产能
为350GW/年，同比增长59.09%；产量为182GW，同比2020年增涨46.07%。2022年上半
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约123.6GW，同比增长54.1%。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我国组件环节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有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前五家、前十家、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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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企业的产量增速依次递减，TOP5和之后的企业相比增速差距加大，TOP5企业市占率
继续上升至突破50%，达到63.4%，相比2020年提升8.3个百分点，头部企业规模优势明显
。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观研天下整理（WW）
目前在我国光伏组件市场上，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晶科能源、东方日升等是比
较靠前的企业。其中隆基绿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单
晶光伏制造企业,单晶硅片和组件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
我国光伏组件市场主要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公司概况 企业优势 隆基绿能 隆基绿能成立
于2000年,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具价值的太阳能科技公司。隆基绿能聚焦科技创新,构建单晶硅
片、电池组件、工商业分布式解决方案、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氢能装备五大业务板块。形成
支撑全球零碳发展的“绿电”+“绿氢”产品和解决方案。从2015年开始,隆基股份布局中国云南
和马来西亚古晋,利用当地丰富的水电资源,实现以清洁能源制造清洁能源。隆基股份计划在
一些光照资源丰富、同时临海又有落差的地方,将光伏和抽水蓄能相结合。形成以光伏电力
驱动光伏制造的产业模式。 前瞻务实的战略规划能力和高效的执行能力优势：2006年在深
入研判光伏行业各类技术路线后,选择了最具潜力可以将光伏度电成本做到最低的单晶路线
作为公司的技术方向,集中资源聚焦长期目标,专注于单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公司
的引领下,单晶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实现逆转并完成了单晶对多晶的市场替代,公司已
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单晶光伏制造企业,单晶硅片和组
件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 雄厚的技术储备和领先的研发优势：在单晶生长工艺及品质控
制技术、单晶硅片切割能力、单晶电池高效化、组件技术产业化应用研究、降本增效及智能
制造等方面均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迭代技术和新产品储备充足,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在研发人才储备方面,公司通过积极引进和合理配置人才,组建了1000余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建
立了硅材料研发中心、中央研究院和产品管理中心,拥有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8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与新南威尔士大学、浙江大学国家硅材料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交流,形成深度战略融合,构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研发体系。截
至2021年12月底,公司累计获得各类专利1,387项,多项核心技术与产品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天合光能 天合光能创立于1997年,业务覆盖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电站及系统产品,
光伏发电及运维服务、智能微网及多能系统的开发和销售以及能源云平台运营等。至今,天
合光能“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率方面先后25次
创造和刷新世界纪录。截至2022年4月27日,公司组件累计出货量超过100吉瓦,相当于4.4个
三峡水电站的装机量,约等于在全球种了74亿棵树。同时,天合光能在全球布局下游生态链,为
客户提供开发、融资、设计、施工、运维等一站式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公司全球项目累计并
网超过9.5吉瓦。 全球化优势：随着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公司加速全球化布局,实现市场
全球化、制造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人才全球化。公司拥有国际化管理、研发团队,是全球
光伏行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之一。公司先后在瑞士苏黎世、美国加州圣何塞、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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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墨西哥设立了区域总部,并在马德里、米兰、悉尼、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办
事处,产品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在全球建立了销售运营团队,其中海外销售运
营团队人数占比接近50%。公司引进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和业务拓展
、销售、技术、工程、法务等高精尖专业人才。 创新能力优势：公司较早从事光伏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业务,建立了强大的研发团队,积累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光伏
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长期保持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在组件功率及电池片转换效率上20次突破世界记录。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拥有77
5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88项,先后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中国专
利优秀奖,”两次荣获江苏省知识产权局颁发的“江苏省专利金奖”。 市场与品牌优势：公司是
我国最早从事光伏电池组件生产、研发和销售的公司之一,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积累了丰富
的行业经验,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稳定高效的产供销体系,打造了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领域的
领先品牌。公司在光伏系统业务方面也建立了优势,在国内外开发了丰富的光伏电站项目资
源,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光伏系统公司。公司积累了行业内较高的知名度,建立了优质的客户
资源,与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软件银行集团(Sof
tBank)、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晶澳科技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光伏发电解决方案平台企业,产业链覆盖硅片、电池、组件及光伏
电站。晶澳在全球拥有12个生产基地,在海外拥有13个销售公司,产品足迹遍布135个国家和
地区,广泛应用于地面光伏电站以及工商业、住宅分布式光伏系统。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晶
澳太阳能已建立起垂直一体化的纵向产业链,包括晶体硅棒(单晶)/硅锭(多晶)、硅片、太阳能
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站运营等各个环节,并在各个环节上深耕细作,建立起了产
业链一体化优势。 全球化市场布局优势：晶澳太阳能树立了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在紧盯中国
、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布局南亚、东南亚、澳洲、中美、南美及
中东地区等新兴市场。晶澳太阳能多个生产基地遍布我国河北、安徽、江苏、上海、内蒙古
、云南等6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和马来西亚、越南2个海外国家,在海外拥有13个销售网
点,销售网络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优势：晶澳太阳能是行业领先的光伏产品
提供商,同时也是国内光伏行业的先行者之一,已构建起包括硅棒/硅锭、硅片、太阳能电池片
及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站运营在内的全产业链链条,成为国内光伏行业企业中产业链
完整、结构布局协调的龙头企业之一。 晶科能源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知名、
极具创新力的太阳能科技企业。晶科能源的产品服务于全球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余家
户,多年位列全球组件出货量冠军。2022年一季度,公司成为全球首个组件出货量累计超过10
0GW的光伏企业。公司是B20等多个国际框架下的行业意见领袖,也是最早加入RE100绿色
倡议的太阳能企业。晶科能源在行业中率先建立了从硅料加工到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生产的
“垂直一体化”产能,在中国、马来西亚、越南、美国共拥有14个全球化生产基地。截至2022
年上半年末,公司单晶硅片、电池、组件有效产能分别约为40GW、40GW和50GW。核心管
理团队优势：公司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李仙德、陈康平、李仙华等创始人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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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公司核心管理团队长期深耕光伏行业,对全球光伏行业的技术及业务发展路径、未
来趋势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具备较强的战略规划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高效的执行能力,能够
保证公司及时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带领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 TOPCon电池转换效率持续
提升优势：TOPCon技术是一种基于选择性载流子原理的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太阳电池技术
,其电池结构为N型硅电池,在电池转换效率提升方面更具发展空间,是继P型PERC电池以后有
望成为主流的下一代新型光伏电池。公司在TOPCon电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位居行业前
列。 品牌形象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收获了国际知名的品牌声誉、良好的市场品牌形
象。公司曾连续6年上榜《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连续7年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0
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44名),连续六年获彭博新能源“最具可融资性”光伏品牌称号,荣
列2016年《财富》杂志发布的全球100家成长最快公司排行榜第16名,曾荣获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UNIDO)颁布的年度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领先技术蓝天奖、中国市场
质量信用最高等级AAA评定等。 东方日升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1986年，主
要从事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光伏独立供电系统、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东方日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办事处和分公司并且建立起全球销售网络,如中国、德国、澳
大利亚、墨西哥、印度、美国、日本等,旨在为全球提供绿色新能源。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
东方日升的组件产能已经达到了14.1GW。研究开发优势：公司实验室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证书,具备了按相应认可准则开展检测和校准服务的技术能力。公
司获得签署互认协议方国家和地区认可机构的承认,可参与国际间合格评定机构认可双边、
多边合作交流,在认可的范围内使用CNAS国家实验室认可标志和ILAC国际互认联合标志。
技术工艺优势：公司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太阳能电池片、组件、EVA胶膜生产工艺改造和
完善上,相关的重大工艺技术改进主要有:1)清洗工艺,采用湿法黑硅添加剂制绒技术;2)扩散工
艺,采用扩散低温掺杂工艺和湿法H2O气扩散技术,有效改善了P-N结,减少“死层”;3)等离子化
学气相淀积工艺,采用氢键表面钝化技术和三层膜工艺,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片的填充因子和短
路电流;4)丝网单次印刷及高温烧结工艺,优化印刷图形及参数;5)全面采用O3臭氧发生器技术
及第二代O3臭氧发生器技术,进一步提高电池抗PID能力并降低生产成本。 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十分重视质量管理,生产和检测设备配置完善。每条生产线均配有完善的全套设备,各条
生产线均配置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并严格按照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
4环境管理体系、OHASAS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德国TUV南德认证、德国TUV
北德认证、英国MCS认证、欧盟CE认证、澳大利亚CEC认证、巴西认证、领跑者认证中国
金太阳认证、CQC认证以及产品模拟包装运输、抗氨气、盐雾、沙尘等认证;《光伏制造行
业规范条件》及光伏领跑者计划等认证规定的标准进行生产,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制造质量
。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组件市场发展态势调研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2022-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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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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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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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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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