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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电池板生产商的销量增幅应在20%左右，光伏产业的营收应能保持稳定，预计约

达350亿美元。全球大型制造商如尚德、英利、夏普和加拿大太阳能等将经营受损。中国生产

的电池板成本比美国低60%。但随着光伏设备市场价格的迅速下跌，中国的制造商二季度也

受到冲击。中国目前生产电池板的工厂在90家以上，但依然在加速提高产能，降低成本上进

行着恶性竞争，该市场曾经历过2009年因产能过剩进行的价格大战，目前价格的暴跌将导致

在未来几个月内光伏市场的整合。但这种价格战将还会持续数年。2015年亚太地区的太阳能

电池导入量将增至全球的26％。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市场--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

韩国中，中国和日本将引领市场。另外，2010年亚太地区的比例为11％。目前中国待设置的

项目为10GW左右，预计2015年之前需求会稳步增长。特别是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电力运营商设

置大型系统的奖励政策，2011年地面设置型电力业务项目将会增加。日本2011年的导入量至

少将达到1.29GW。虽然非住宅用系统在市场整体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其增长率将稳步增加，

达到住宅用的2倍以上。预计印度在2011年的导入量至少将比上年翻一番。其中，古吉拉特邦

、拉贾斯坦邦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三邦将占整体的70％。截至2011年6月，预定2013年之前竣

工的项目达到了1.5GW。印度的&ldquo;国家太阳能项目&rdquo;原计划在2011年到2012年之间

安装300MW的太阳能电池，而且2011年下半年将再追加300MW。

       2011年9月我国&ldquo;十二五&rdquo;新材料规划于正式公布，其中六大产业包括新能源电

池、碳纤复合材料、高强轻型合金材料、高性能钢铁材料、功能膜材料、稀土功能材料。这

六大产业将会在&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并且也是国家新开发产

业项目的首选，意味着无论是资金吸引力还是政策环境，这些产业都会有无可比拟的市场优

势，有望成为国内新一批的万亿产业。太阳能电池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媒介，在&ldquo;十二

五&rdquo;新材料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太阳能是地球上所有新能源中储量最大，使用范围最

广泛的新型能源，虽然我国目前太阳能电池尚存在技术上的不足，主要是能源转换率低，储

存量不足等问题。但在国家&ldquo;十二五&rdquo;的政策指引下，随着太阳能应用技术的不断

突破，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太阳能电池会在很多领域取代那些高能耗低效率的传统电池产业

，成为新一批的亿万产业绝不是空谈。

       《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提出，未来5年内屋顶太阳能装机规模目标

为300万千瓦，到2020年规模可达2500万千瓦，在目前30万千瓦基础上增长80多倍，占太阳能

发电中长期目标的半壁江山。随着未来屋顶光伏电站的大规模开建，相对更适用于屋顶电站

的薄膜太阳能组件市场有望迎来发展良机，而这一市场未来10年的规模或可达1000亿元以上



。此前普遍不被看好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商有望进入业绩大幅增长通道。截至2010年底，

国内光伏发电装机达50万千瓦。其中应用晶硅电池组件的电站占比95%，薄膜太阳能电池仅

占5%。在近两次光伏特许权招标中，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商中标比例偏低。薄膜太阳能电池

在光转换效率等技术指标上的劣势使得其在国内应用的市场一直偏小。这一现状有望因为屋

顶光伏电站的大规模开建而改变。建设屋顶电站需要设备组件能更好地与建筑物结合，而薄

膜太阳能由于自身的柔性和可塑性等特点能更好满足这一需求。并且，屋顶电站一般单体规

模小，且偏向用户自发自用，因此对于光电转换效率的要求没有地面电站那么高。因此，薄

膜太阳能电池技术更适合在屋顶电站大面积推广应用。

       尽管从长远来看，薄膜电池有望全面替代晶硅电池，成为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未来的发展

方向，但晶硅电池由于在转换效率和使用寿命等核心技术指标上的优势，将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仍占据市场主流。但李胜茂认为，除上述自然属性优势外，薄膜电池平均造价比晶硅电池

低，且由于不同于晶硅电池会因为硅片材料的市场波动而引起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薄膜电

池产业链短，且上游原材料市场稳定，项目投资收益比较稳定。从目前来看，新能源分布式

发电已渐渐成为未来政策上的鼓励重点。因此，屋顶光伏规模的大幅扩容将有望享受长期的

政策优惠。如果以5元/瓦的薄膜电池基础成本测算，2500万屋顶电站装机规模，将有望带

动1000-1300亿元的薄膜电池市场崛起。这一数字比业界此前预期的800亿元进一步提高。而市

场的规模化启动也有望带动薄膜电池度电成本的快速降低。薄膜电池发电的成本理论极限

在0.6元/度，而晶硅电池发电成本极限在0.9元/度左右。一旦光伏屋顶计划在&ldquo;十二

五&rdquo;期间大规模启动，将使得薄膜电池厂家投入更多的研发以改善生产工艺，度电成本

也将由此快速下降，进而形成超过晶硅电池的电价竞争力。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产业竞争格局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在

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太阳能协会、中国太阳能协会、中

国太阳能学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光伏产业研究项目专家组、以及国内外多种相关

报刊杂志媒体提供的最新研究资料。

       本太阳能电池行业报告，对国内外太阳能电池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透彻地分析，对

太阳能电池市场情况、技术现状、发展前景和问题作了详尽研究，重点分析了行业国内重点

企业、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行业投资情况。报告还对太阳能电池上游原料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是太阳能电池及相关制造企业、投资部门、研究机构准确了解目前中国市场发展动态，把握

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方向，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依据。

 

第一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太阳能电池的概念

一、太阳能电池的定义

二、太阳能电池的特点

三、太阳能电池的分类

第二节 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成熟度

一、行业发展周期分析

二、行业中外市场成熟度对比

三、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 太阳能电池市场特征分析

一、市场规模

二、产业关联度

三、影响需求的关键因素

四、国内和国际市场

五、主要竞争因素

六、生命周期

 

第二章 全球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0年世界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二、2011年世界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第二节 全球太阳能电池市场分析

一、2011年全球太阳能电池需求分析

二、2011年欧美太阳能电池需求分析

三、2011年中外太阳能电池市场对比

第三节 2010-2011年主要国家或地区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0-2011年美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分析

二、2010-2011年日本太阳能电池行业分析

三、2010-2011年欧洲太阳能电池行业分析

 

第三章 我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0年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2010年中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动态

三、2010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经营业绩分析

四、2010年我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热点

第二节 中国太阳能电池市场供需状况

一、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行业供给能力

二、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市场供给分析

三、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市场需求分析

四、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品价格分析

第三节 我国太阳能电池市场分析

一、2010年太阳能电池市场分析

二、2011年太阳能电池市场的走向分析

 

第四章 太阳能电池产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市场销售收入分析

一、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市场总销售收入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总销售收入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总销售收入比较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产品成本费用分析

一、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成本费用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第四节 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一、2010-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第五章 太阳能电池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



一、单晶硅太阳能电池介绍

二、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特点

三、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发展情况

第二节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一、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简述

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制作工艺概述

三、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与其他太阳能电池的比较

四、2010年多晶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研究情况

五、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

第三节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

一、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简述

二、全球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发展状

三、2010-2012年非晶硅太阳能电池发展机遇

第四节 多元化合物太阳能电池

一、硫化镉太阳电池

二、砷化镓太阳电池

三、铜铟硒太阳电池

第五节 硅基薄膜太阳电池的发展分析

一、硅基薄膜太阳电池在光伏中的地位

二、硅基薄膜太阳电池的崛起

三、硅基薄膜太阳电池发展中的障碍与技术的进步

四、硅基薄膜太阳电池的应用前景

五、硅基薄膜太阳电池发展的挑战

六、硅基薄膜太阳电池的发展趋势

 

第六章 我国太阳能电池产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我国太阳能电池产品进口分析

一、2010年进口总量分析

二、2010年进口结构分析

三、2010年进口区域分析

第二节 我国太阳能电池产品出口分析

一、2010年出口总量分析



二、2010年出口结构分析

三、2010年出口区域分析

第三节 我国太阳能电池产品进出口预测

一、2011年太阳能电池进口预测

二、2011年太阳能电池出口预测

 

第七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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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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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太阳能电池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出口交货值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六、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五节 2010-2011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0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分析



二、2010年中外太阳能电池产品竞争分析

三、2010-2011年国内外太阳能电池竞争分析

四、2010-2011年我国太阳能电池市场竞争分析

五、2010-2011年我国太阳能电池市场集中度分析

六、2011-2015年国内主要太阳能电池企业动向

 

第八章 太阳能电池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太阳能电池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1年太阳能电池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2011年太阳能电池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三、现有太阳能电池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四、潜力太阳能电池品种竞争策略选择

五、典型企业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第二节 太阳能电池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金融危机对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后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

三、2011-2015年我国太阳能电池市场竞争趋势

四、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五、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六、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九章 主要太阳能电池品牌竞争分析

第一节 夏普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二节 Q-Cells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三节 尚德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四节 京瓷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五节 SANYO三洋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六节 三菱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七节 英利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八节 天合光能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九节 茂迪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十节 阿特斯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0-2011年经营状况

四、2011-2015年发展战略

 

第十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1年发展环境展望

一、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二、2011年政策走势及其影响

三、2011年国际行业走势展望

第二节 2011年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1年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二、2011年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1年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三节 2011-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0-2011年太阳能电池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产业政策趋向

五、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技术革新趋势

六、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价格走势分析

 

第十一章 未来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未来太阳能电池需求与消费预测

一、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产品消费预测

二、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总产值预测

四、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五、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二节 2011-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供给预测

二、2011-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预测

三、2011-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需求预测

四、2011-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供需平衡预测

五、2011-201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品价格预测

六、2011-2015年主要太阳能电池产品进出口预测

 

第十二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0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0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0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0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0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0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0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二节 2011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1年1-8月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1年1-8月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1年1-8月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1年1-8月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1年1-8月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1年1-8月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三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0-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二、2011-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2011-2015年投资趋势及其影响预测

第二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11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政策环境



二、2011年国内宏观政策对其影响

三、2011年行业产业政策对其影响

第三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二、2011年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三、2011-2015年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十四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一、2011年相关产业活力系数比较

二、2009-2010行业活力系数分析

第二节 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一、2011年相关产业投资收益率比较

二、2009-2010行业投资收益率分析

第三节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0-2011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四、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的投资方向

五、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的建议

六、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分析

第四节 影响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11-2015年影响太阳能电池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11-2015年影响太阳能电池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11-2015年影响太阳能电池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11-2015年我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11-2015年我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五节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五章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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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对我国太阳能电池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太阳能电池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太阳能电池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太阳能电池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太阳能电池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1年太阳能行业投资战略

二、2011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三、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形势

四、2011-2015年太阳能电池行业投资战略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dianli/Q361894O7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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