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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减少电池片到组件的损失、提高组件效率，并降低每瓦的成本，背板的光学特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通

常认为高的背板反射能够更好地利用太阳光。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永远成立，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即
反射光的角度。考虑到这一点，从背板偏离理想漫反射的高镜面反射率只会些许增加光伏组件的电流密度。由于这一
点，对于总反射相近的组件，人们会观察到由于反射光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组件功率差别。在这里，对来自不同供应
商的三十三种(包含Tedlar、Kynar,、EVA[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各层的)工业背板进行
了分析。一个光伏组件采用不同的总反射，功率差别可以达到0.54%。而同样的实验发现，对于总反射相同的光学背
板，因其角度分布不同而造成的标准光伏组件绝对转换率的差别可以到到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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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背板光学表征在太阳能组件功率提高中的
重要性

前言

光伏背板在保证组件达到25年或更长的寿命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背板不仅有着保护电池片、金属接触及封
装材料的功能，而且还要防止大气中的水蒸气和湿气的侵
入。此外，考虑到组件效率，总反射率对于减少电池片到
组件的功率损失和提高组件效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光伏背板在保证组件达到或超过25
年设计寿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光学的角度讲，照射到光伏组件的太阳光会被组件
组成部分反射，吸收或者透射。McIntosh等人[1]和Jaus等
人[2]在图一中展示了入射光线可以被玻璃(2)和封装层(4)，
太阳能电池片(5)和背板(7)所吸收。此外光线被空气和玻璃
(1)、玻璃和封装层(3)、封装层和电池片(6)及封装层和背板
(8)之间的界面接前表面金属栅线所反射。这些反射光通常
是杂散的，尤其是从背板来的反射，会在玻璃和空气之间
形成全反射，从而使反射光得到再次利用。最后，由于背
板的厚度和组分不同，一些光会被背板吸收，而有些光会
从组件透射出去。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对光伏组件的电流增
加有贡献。

因安装的位置不同，背板材料可以是透明的，也可以
采用不同的颜色。通常光伏背板是白色的，因为可以有较
高的反射率且更好地利用落到组件上的太阳光。

考虑到形成背板的几层材料，市场上主要有三种选择：

 双层含氟聚合物：这主要包含外层的Tedlar乙烯氟

化物薄膜(PVF)或者Kynar聚氟乙烯薄膜(PVDF)，及核心的
聚二苯对甲酸(PET)。双层含氟聚合物的分子结构基于碳原
子被氟原子完全包围的链状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层中链
状结构的保护。从价格上讲，这种背板最贵。

 单层含氟聚合物：一种降低背板成本并保持令人
满意的性能和耐久性的方法是将氟聚合物从两层减少到一
层。这种情况下，层状结构的内外分别由空气端的Tedlar或
Kynar及里面的聚二苯对甲酸加底漆或乙烯/乙酸乙烯酯聚
合物。

 不包含氟聚合物：这包含两种聚二苯对甲酸及一
种底漆或者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这是最经济的选择。
在过去人们不考虑这种方法是基于长期紫外辐照或者水解
作用对组件造成的衰退[4]。然而聚酯化学和生产工艺的极
大进步已经使薄膜的耐紫外线辐照方面得到了大的发展。

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对多种白色背板的光
学性能及其对光伏组件短路电流(Isc)的影响做了研究。研究
的结果将在文中发布。

通常人们认为光伏组件的短路电流和功率与背板的总
反射成比例[5]。本文将说明这种说法并不总是成立：另外
一个重要的参数，即背板反射光的角度分布必须被考虑。

图一：传统光伏组件示意图的横截面(按比例)及其光学损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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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背板的反射成分

找到光伏背板上的光很大的一部分被整体反射回来。
总反射包括两个部分：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对于落到光伏
背板上的光线的利用，漫反射的部分更为相关。从这个意
义上讲，可以被电池片重新利用的光线的百分比，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光线在背板上反射的角度分布。

从图二可以看出，考虑到空气，玻璃和封装材料的折
射率(n)不同，根据斯涅尔公式，能实现全反射的反射角的
角度(θ)可由下面的公式给出：

    (1)

玻璃和封装材料的折射率为1.5，要使光线再反射回电
池片，在玻璃-空气见面的反射角(θ)的最小值为42度。小角
入射的光线大部分从光伏组件中逃离，不能为电池片的电
流增加做贡献。

如果玻璃加封装材料的厚度为d, 这散射光在组件中走
过的距离L为：

     (2)

图三显示了当光线在组件内以远离玻璃法线方向的角
度出射时被反射的比例。反射比例的计算用到了菲涅尔方
程[6]，并假定光线在背板上的反射不产生极化。

考虑到这些，把条件初始化到光束照到白色的光伏组

件背板上，这反射光线会有以下行为；
 1. 如图二所示，根据方程2，直径为L/2的光斑将被反

射而从组件中逃逸。光斑中心的亮度最大(镜面反射成分)，
且光强随着到中心距离的增大而降低。

2. 而且由于内反射角在玻璃和空气的界面处大于42
度，所以反射光会再次进入光伏组件下半部分(电池片或是
背板)，定义了一个新的半径为L的光。光线的强度随着离开
中心的距离增加而减小。

3. 如图二所示，除了菲涅尔反射之外，在两个光圈之
间没有别的光存在。

图四展示了光伏组件的上述行为；光源为人眼最敏感
的绿色激光器。

在每个区域的光强同时依赖于背板上总的反射强度及
其反射光的角度分布。所以，反射光的角度分布会显著影
响多少光线在组件中的重新被电池片的利用。

反射测量
背板的反射率R(λ)和提高光伏组件的效率很有关系。

因此本研究分析了三十三种背板的光学行为，这些背板包
含双层氟聚合物，单层氟聚合物和不含氟的聚合物。总反
射的测量是通过采用SpecWin光源公司的CAS 140CT光谱
仪和仪器系统公司的150毫米的积分球。方程3用来计算在
大气质量1.5条件下太阳光谱在400到1100纳米范围内的有
效反射Reff；这个计算是为了比较不同背板条件对反射的影
响极其对光伏组件短路电流密度的影响。

    (3)

图五给出了在大气质量1.5G光谱下采用不同电池片封
装材料的背板的总反射情况。总反射率有较大的变化，这
主要和电池片周边的背板材料相关；总的来看，乙烯/乙酸
乙烯酯聚合物看起来是最佳选择。而且，采用同样材质的
背板的总反射率也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背板的制造工艺
对最终的反射率有大的影响。

很明显，背板的总反射和光伏组件的电流密度密切相
关，高的总反射通常导致高的电流密度[5]。另一方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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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传统光伏组件的横截面

图四：光伏组件光反射响应的放大照片

图三：非极化的光线在玻璃空气界面的反射率随入射角的变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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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可以看出，如果镜面反射的成分很高，则大部分的光
会从光伏组件中逃逸而不会对电流密度的增加做出贡献。
由于这个原因，除了总反射率之外，还应当考虑反射光的
角度分布。

“除了总反射率之外，还应当考虑从
背板反射回来的光的角度分布。”

角度测量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为了重新利用大部分的入射

光从而增加光伏组件的电流密度，减少背板的镜面反射而
增加其漫反射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想的背板所
呈现的反射应该为漫反射。

利用Thor实验室的光学角度测量装置对背板反射光的
角度进行分析(如图六所示)。为测量反射光的角度，背板和
激光器都放在固定的位置。光谱仪能进行360度旋转，并且
转动可以被精确控制。由于激光光束会叠加到分光光度计
上，在相对于激光器+/-5度的范围内不能进行角度测量。

采用了来自JDC公司波长为633纳米的单相红色激光器

来进行这项研究。选择这种激光器的原因除了它的稳定性
外，还在于背板在633纳米附近有一个高的反射率，标准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的外量子效率在那一点达到最大。

根据层状结构的平均总反射率，本研究选取了具有相
近总反射率的不同背板。此外，还选取了不同的激光入射
角：5，40，60和70+/-2度(从低光泽到高光泽)。利用铝膜
的最高反射率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根据镜面反射率的不同，将背板分成三个类型：A. 高
镜面反射，B. 中等镜面反射，C. 低镜面反射。图七给出了
具有这些特性的背板的反射光的角分布。图右面对应的是
反射光的照片。从图七(a)可以看出，该背板具有较高的镜
面反射，反射光光强随着角度的增大有一个较小的增加。
图七(b)与(a)相比有一个较小的镜面反射强度，反射光的角
度分布更宽，此外漫反射的相关性有所增强。随着光的入
射角增大，镜面反射成分增加，而漫反射成分减少。从图
七(c)可以看出这组的背板对每个入射角的光都是漫反射。 
基于这一点，没有看到镜面反射的峰值，而且反射光很明
显是杂散的。在这一组中，大都采用了乙烯/乙酸乙烯酯聚
合物和氟化聚合物层。

在准垂直入射的条件下(入射角为5度)，通过对在2π范
围的测量光的积分计算了各种代表性的背板的反射积分，
并和理想的漫反射放在一起比较，如图八所示[7]。

表一给出了不同背板条件下光在光伏组件内实现全反
射的预期百分比(假定光线在组件内的相对于垂直方向的出
射角大于42度时实现全反射)。

根据表一的数据，预期的反射光实现全反射的最高比
例为52+/-2%。实验上观察到的最高全反射的比例为56%，
这个数据和McIntosh等人对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和玻璃
光伏组件的漫反射理论估计值比较接近[8]。对于总反射相
同的不同背板，能够实现全反射的百分比有明显的差异。
总反射相同的前提下，镜面反射率最高和最低的背板的全
反射的预期值几乎可以达到9%。

另外，不考虑多次反射的条件下，组件对入射光的重
新利用和总反射率相关。如果考虑到总反射率及被背板反
射光的角分布，则能够被组件重新利用的光可以用公式4来
进行计算：

   (4)

这里Reff是等效反射率，RC(α)是玻璃和空气界面处的
反射率，CR(α)是入射角为α时光线被反射的百分比。

电池工艺

图五：所研究的背板的有效总反射(电池片旁边的层状结构：
乙烯／乙酸乙烯酯；聚酰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聚四氟乙
烯；聚偏氟乙烯；聚乙烯醇缩甲醛)

图六：测量背板反射光线角度分布的装置。激光器放在固定的
位置，背板置于一个可以旋转的基座上。基座可以从零到九十
度旋转，角度α为激光入射方向与背板法线方向的夹角。在测
量时角度α固定。角度β为激光光束和光谱分度计的夹角，可
以从零到360之间变化

组 镜面反射成分 预期的可实现全反射的比例

A 高 43+/-2%

B 中 47+/-2%

C 低 52+/-2%

表一：可利用的在背板上的反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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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对于高反射背板平均总反射率为86+/-2%。根
据方程4，从背板上反射的光从37.8+/-4%变到44.7+/-4%。

太阳能电池片上的入射光子数(Ngain)与入射光子的密度
(Φ)、用来反射太阳光的背板上电池片之间的间距成比例：

   (5)

电池片的短路电流密度在光强达到一个很大的极值之
前和入射光的照度成正比，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入射光都
被电池片的活性区所吸收。而且光强的变化还会对开路电
压(呈现对数变化)和填充因子有影响(因为电池片的内阻会发

生变化)[9]。这二者都会对太阳能组件的功率有影响。因为
背板的反射导致的光强的变化较小，所以在这里假定开路
电压和填充因子是常数。

短路电流密度(Jsc)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6)

这里q是电子电荷，фmod是背板反射导致的光通量的变
化，EQE是电池片的外量子效率。

图九给出了背板反射效应导致的短路电流密度随电池
片间距的变化，距离被归一化到１毫米，电池片的外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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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不同背板反射光的角度分布情况，入射角选择5度、40度、60度和70度。(a)高镜面反射组(b)中等镜面反射组(c)低镜面反射组。 
右边照片是入射角为5度的反射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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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保持不变。图中还包含了总反射率较低(73+/-2%)的背
板的数据。

假定开路电压和填充因子保持不变，从图九可以看出
对于每毫米的电池片间距，采用镜面反射较少高反射背板
的光伏组件相对于镜面反射较高的高反射背板有一个0.1%
的绝对转换效率的提高。标准光伏组件的电池片间距为2毫
米：这种情况下在相同的总反射前提下，具有较低镜面反
射的背板的光伏组件有一个0.2%的的绝对功率增加。

采用类似的方法，对于采用高总反射率和低总反射
率背板的光伏组件，每毫米电池片间距导致的功率变化为
0.18%。对于一个标准的光伏组件，2毫米的电池片间距会

导致0.36%的绝对功率的差别。

实验研究

采用了具有相近电学性能的156mm x 156mm x 
0.18mm的高功率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来研究背板的光学
性能对光伏组件短路电流的影响。光伏组件采用一个电池
片，以及低铁含量的光伏玻璃来进行封装。

每个研究组都制作了三个小的光伏组件，组件的光伏
性能在Abet技术公司的A级太阳模拟器上在标准测试条件下
进行测试。测量采用了两种两种掩模。一种掩模的大小和
电池片的大小相同。一种掩模比电池片尺寸大5mm, 尺寸误
差为0.3mm。采用掩模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消除背板效应引
起的电流变化。每个条件下至少测量三次。

图十给出了单位背板间距对短路电流的影响极其标准
误差。假定电流变化与电池片之间的间距成正比[10]。

实验上观察到的短路电流的增加随距离的变化要大于
估算值，这可能与组件中的多次反射相关。多次反射在理
论计算中没有考虑。而且，这种效应对高反射率的背板更
加明显。

在选用高总反射率的光伏组件对高镜面反射率和低镜
面反射率的背板进行了比较，平均的短路电流差异为0.11%
每毫米。标准光伏组件的电池片间距为2毫米，所以组件的
功率差异为0.22%。换句话说，总反射率相同的条件下，低
镜面反射的背板比高镜面反射率的背板有一个0.22%的光伏
组件功率增加。如果是在高的总反射率背板和低总反射率
背板间的比较，则功率差别为0.27%/mm，意味着标准光伏
组件0.54%的功率差异。

“总反射率相同的不同背板造成的反
射光的角度变化可引起标准光伏组件
0.22%的功率差异。”

这些结果被用与计算电池片间距为2毫米的标准光伏组
件的功率。高反射背板中镜面反射较低的背板相对于镜面
反射较高的背板，组件功率有一个0.22%的提高。此外，总
反射率较高的背板相对与总反射率较低的背板有一个0.54%
的功率提高。

经济学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估计了背板光伏特性对光伏组件成本的
影响，在计算过程中假定背板的成本是相同的。我们参考
的出发点为，组件由60块多晶硅电池片构成，在标准测试
条件下的功率为250瓦。组件的参考价格为0.64美元/峰瓦
[11]。

当背板具有相同的总反射率时，具有较低镜面反射率

电池工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Cu
m

ul
ati

ve
 re

fle
ct

an
ce

β angle (degrees)

Low Medium High Ideal Lambertian reflector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Low High Medium Low

Es
tim

at
ed

 Is
c 

va
ria

tio
n 

pe
r m

m

Specular component
Specular componenet

Global reflectance           Low                         High                       High                         High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Low High Medium Low

Ex
pe

rim
en

ta
l D

el
ta

 Is
c 

pe
r m

m

Specular componentGlobal reflectance            Low                          High                        High                          High

Specular componenet

图八：准正入射条件下不同镜面反射情形下的背板的反射积
分。理想的漫散射曲线也画在图上作为参考

图九：估算的不同总反射和不同镜面反射条件下每毫米电池片
间距造成的短路电流的差异。

图十：实验测量到的每毫米电池片间距造成的短路电流密度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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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的组件成本可节约0.14美分/峰瓦。对于一个60兆瓦的
电站来说，相当于每年节约84000美元。而对于采用较高
总反射率背板的光伏组件对于采用较低总反射背板的组件
来说，成本可节约0.34美分/峰瓦，对于一个60兆瓦的电站
来说，一年可以节约206000美元。

这些结果表明，除了效率提高外，背板可以降低单位
峰瓦的价格，从而降低电站的费用。

结论

本文给出了光伏组件背板的光学特性及其对光伏组
件效率，电池片到组件损失，和每瓦价格的影响的研究结
果。人们通常认为在背板上的散射是漫散射，但这种说法
并不总是成立。本研究表明，与总反射一样，在背板上的
反射光的角度分布对光伏组件的电流有着显著的影响。

共对33种背板，含氟和不含氟的聚合物背板做了分
析。尽管各种背板存在着很多不同，但白色的乙烯/乙酸乙
烯酯聚合物给出了最高的总反射率，而同时具有白色乙烯/
乙酸乙烯酯聚合物和含氟的聚合物背板具有最好的角度分
布响应。

在总反射率一定的条件下，理论研究表明对于电池片
间距为一个毫米的组件，有低镜面反射率背板的组件比有
高镜面反射率背板的组件有0.1%的效率提高。此外，采用
高反射率背板的组件比采用低反射率背板的效率高0.18%/
毫米。实验的研究表明，这两个数据分别为0.11%/毫米和
0.27%/毫米。实验和理论的差距可能源于背板上进行的多
次反射。

“通过使用低镜面反射的背板，标准
的光伏组件可以获得多达0.22%的效
率提高。”

光伏组件的效率受背板的影响。从这点上讲，在总反
射率一定的前提下，镜面反射成分较少的光伏组件的效率
比镜面反射成分较高的标准组件效率有0.22%的提高。采用
总反射较高的背板的组件比采用总反射较低背板的组件的
效率高0.54%。

假设背板的成本一样，则采用镜面反射较低的背板的
光伏组件比采用镜面反射较高的背板的光伏组件的成本低
0.14美分/峰瓦。采用总的反射较高的背板组件比采用总反
射较低的背板的光伏组件的成本低0.34美分/峰瓦。这两个
数据表明，对于一个60兆瓦的太阳能电站，每年能够节约
的成本分别为84000美元和206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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