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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光伏建筑一体化（即BIPV Building Integrated PV，PV即Photovoltaic）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

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BIPV市场分析与投资可行性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

了BIPV行业市场发展环境、BIPV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BIPV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

后介绍了BIPV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BIPV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BIPV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BIPV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BIPV行业，

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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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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2028年中国BIPV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第四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一章 2022-2028年BIPV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BIPV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BIPV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BIPV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相关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BIPV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22-2028年BIPV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措施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措施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措施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措施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措施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措施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四节 中国BIPV行业投资建议

一、BIPV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BIPV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BIPV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二章 2022-2028年BIPV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2020年BIPV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BIPV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BIPV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中小BIPV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三、国内BIPV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BIPV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BIPV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BIPV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四节 中国BIPV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BIPV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BIPV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十三章 BIPV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BIP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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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V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BIPV品牌的重要性

二、BIPV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BIPV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BIPV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BIPV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BIPV经营策略分析

一、BIPV市场细分策略

二、BIPV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BIPV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BIPV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20年BIPV行业投资战略

二、2022-2028年BIPV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四章 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 BIPV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BIPV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 北京.中智林:BIPV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2022-2028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及预测

图表 2016-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图表 2016-2020年欧元区部分国家GDP增长情况

图表 2016-2020年日本和韩国GDP增长情况

图表 2016-2020年全球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指标及预测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GDP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6-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及预测

图表 2016-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变动情况

图表 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比情况

图表 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情况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VS美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全球比例

图表 2016-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图表 2020年全球主要电池片生产企业供给情况

图表 2016-2020年世界主要光伏发电国家新增装机容量及预计

图表 2016-2020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图表 2022-2028年BIPV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图表 2022-2028年BIPV行业营业收入预测

图表 2022-2028年中国BIPV行业供给预测

图表 2022-2028年中国BIPV行业企业数量预测

图表 2022-2028年中国BIPV市场投资规模预测

图表 2022-2028年中国BIPV行业需求预测分析

图表 2022-2028年中国BIPV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8/312630.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8/3126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