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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一年的SNEC，我们很荣幸地再次成为SNEC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的白金
媒体赞助商及刊物出版特别合作商，也很高兴在这里我们的《PV-Tech PRO》又一
次跟各位读者相见，我们对您在过去一年对光伏产业的贡献道声辛苦，祝愿您在新
一年的开拓中收获更多佳绩。
2014，中国完成了35GW的组件制造，完成了新增10.64GW的新增装机。这
一数字反映了中国光伏产业重新焕发生机。2015年初，国家能源局给出的规划是
17.8GW的基本任务，该指标还不包括屋顶分布式、自发自用的地面电站项目以及
部分地区由国家能源局单独下发的指标，如果全部考虑进去，2015年中国新增光伏
装机有望突破20GW！《冲浪中的中国光伏产业》为您回顾2014展望2015。此外，
光伏电站的技术可贴现性和公共事业规模电站所遇到的技术挑战也是本期杂志的关
注重点。
本期内容同时还关注了产业中的制造端。多晶硅专家、保利协鑫副总裁分享了
他眼中的“王道”。PV-Tech记者肖蓓为您分享了背板行业的现状——我们希望电站
运营商能对这些辅材的质量产生重视，以维护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效能的比拼》
为您分享了行业领先者在电池、组件效率方面的研发进展，以及一些辅助产品对电
站发电量和收益的帮助。
在技术领域，我们为您呈现了钝化接触电池的演化及开发现状(intoPV)、PET
背板的研究突破(杜邦)、CIGS薄膜产品的效率提升(EMPA)、PERC电池的效率新纪录
(晶澳)，以及背板光学特性的详细分析(Valencia科研中心)等相关热点技术领域的研
究成果。
最后，PV-Tech团队衷心祝愿各位读者本周在上海能够斩获颇丰，同时也期待
各位在SNEC展会期间莅临我们的展位E1-260。

王超
PV-Tech PRO

本期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将在今年的多个
国内外行业活动中进行投放。
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本着深入浅出、精益
求精的原则，刊载了多篇深度专题报道、最新
产品简介以及权威舆论导向等内容，并涵盖了
多篇来自《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姊妹英
文杂志的技术文章。

联系我们：
电话：+44 207 871 0122
传真：+44 207 871 0102
咨询：info@pv-tech.cn
投稿：editor@pv-tech.cn
广告：sales@pv-tech.cn
订阅：subscribe@pv-tech.cn
微博：weibo.com/pvtech
微信：PVTechCN

★编辑推荐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英文技术杂志
每季一期，期期精彩，不容错过！
编辑推荐季刊示例

垂询订阅：subscribe@pv-tech.org
网址：www.photovoltaicsinternational.com

地址：
Solar Media Limited
5 Prescot Street
London
E1 8PA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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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欧洲地区

625MW的项目，2014年年增长率为

全球市场

370%。

商业太阳能或成德国太阳能低迷的
最大受害者

2014年就光伏安装量而言，智利
超越所有邻国，占拉丁美洲总产量的

2015年全球太阳能需求有望达到
57GW

四分之三以上。2014年关于光伏安装
2014年德国住宅、商业和公共
事业规模太阳能的新增装机容量都下
滑，但是在小型商业领域市场对德国
光伏部署的持续放缓感觉最为强烈。
总部位于德国的EUPD Research日
前发布一些该国国内市场的分析。
根据EUPD，2014年10月仅看
到75MW新增安装量，该月被形容为

量，墨西哥和巴西分别排名第二和第
墨西哥——2014年安装67MW光
伏——2018年有望经历84%的急剧增
长，届时总安装量达3.3GW，
尽管巴西以21MW的安装量位列
第三，但是该国由于净计量问题及应
对融资不时苦苦挣扎。

预计2015年需求将大幅提高。
根据IHS的预测，2014年全球太
阳能光伏安装量为44.2GW，而其最
后公布的安装量预期为45.1GW，较
2013年提高14%。
2014年安装量低于预期的一个原

“历史上疲软的”月份。EUPD表示，

展望未来，GTM预计，该地区在

因是欧洲国家的需求下滑(下滑30%至

对八月初通过的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

2015年拟安装2.1GW——较2014年增

7.9GW)，但英国创纪录的安装量使其

改变并未引起七月安装量数字下滑如

长237%。GTM还标榜智利、洪都拉斯

首次成为欧洲最大的市场。

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多，该月345MW的

和墨西哥为2015年最大市场。

部署量使其成为全年最强劲的。
场，商业太阳能，被定义输出量为

到26.4GW，占全球总需求的60%。中

亚洲地区

10kWp至40kWp的系统，看到不足
前一年活跃性的一半，整个行业仅有
258MW。10kWp以下的住宅安装仅

相比之下，最大的绝对增长发生
在亚太地区，2014年提高了5.5GW达

EUPD报告，进入特定细分市

国和日本是2014年两个最大的市场。
根据IHS，2015年全球光伏市场

国家能源局发布2014年光伏发电
统计信息

下降三分之一。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

需求有望提高30%达到57.3GW，较
2014年14%的增长率翻倍。
IHS表示，其对中国2015年的需

(超过1MWp)看到稍微不那么尖锐的下

截至2014年底，光伏发电累计装

求预期提高至17.3GW，低于中国国家

滑，但尽管如此，从2013年1164MW

机容量2805万千瓦，同比增长60%，

能源局各省并网AC装机容量的目标，

的系统降至2014年611MW的新系

其中，光伏电站2338万千瓦，分布式

但就利润而言，中国仍是最大市场。

统，下滑幅度近50%。市场的向前发

467万千瓦，年发电量约250亿千瓦

IHS还预测，2015年日本将保持

展也有可能受到即将到来的招标过程

时，同比增长超过200%。2014年新增

其第二大太阳能市场的地位，安装量

的限制。德国政府未来三年将仅授予

装机容量1060万千瓦，约占全球新增

达到10.4GW，较2014年提高4%。

1.2GW地面安装太阳能合同。2015、

装机的五分之一，占我国光伏电池组件

2016和2017年，德国将分别拍卖

产量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国务院关于

500MW、400MW和300MW。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IHS的初步预测令人惊喜的是预计

预计第三大市场为美国，2015年
安装量将超过9GW。

EUPD推测，引起较其他领域而言

提出的平均年增1000万千瓦目标；其

2015年英国将成为第四大市场。IHS

商业太阳能锐减的原因可能是能源法

中，光伏电站855万千瓦，分布式205

指出，其预计2015年英国安装量为

(EEG)的新规定，能源法对超过10kW

万千瓦。

3.5GW，很大程度上由急于赶在2015

的系统所有者的自发自用光伏发电征
收附加费。

光伏发电已呈现东中西部共同发
展格局。中东部地区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560万千瓦，占全国的53%，其中，江
苏省新增152万千瓦，仅次于内蒙古自

美洲地区
GTM报告：2014年拉丁美洲光伏
市场增长370%
根据GTM Research最近发布的
《2014年第四季度拉丁美洲光伏战略
书》报告，拉丁美洲太阳能市场迎来

6

市场调研公司IHS日前下调其
2014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安装量，但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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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底ROC截止日期前。2014年英
国安装量达到2.3GW左右。
至于欧洲市场，IHS预计2015年
需求回升，预计安装量可达9.4GW。

治区；河北省新增97万千瓦，居全国前

IHS预计未来五年光伏安装量将以

列。西部省份中，内蒙古、青海、甘肃

10.5%的复合年增长率提高，2019年

和宁夏均较大。

达到73GW。

同时，经核实，对2013年统计数

然而，IHS日前将其对于2018年

据进行相应调整，截至2013年底光伏

的全球光伏安装量预期削减1.5GW，

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1745万千瓦，当

据说这主要是由于其展望欧洲市场

年新增装机容量1095万千瓦。

3GW削减。IHS仍预测未来五年在欧洲
安装超过50GW的新光伏装机容量。

市场

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中国
工信部于今年初发布《光伏制造

0.2元/瓦的标准，以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2011年当保加利亚开始发放可再

依据，确定补贴金额，单个项目补贴

生能源补贴时，光伏太阳能电站和风

一次，最高补助金额为200万元。

能电站涨势迅猛，政府保证补贴为二

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征求意见

十年，并承诺购买这些电站生产的能

印度

稿)，取代原《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
件》(工信息部2013年第47号公告)，

保加利亚达到其2020年16%可再生能

对各制造企业的产能、产品类型、效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在二

率、能耗、排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

月初起草目标，通过现阶段的国家太

技术要求。

阳能计划，拟安装2GW的新太阳能光

一月下旬，中国银监会、国家发
改委发布《能效信贷指引》，鼓励金融

源。此后，成本一直增长。2013年底
源份额的目标。但是，已批准给已运
行电站的补贴仍将继续。

美国

伏发电装机容量。
通过可行性缺口融资，第一年项
目开发商将被支付每千瓦时5.43印度

奥巴马总统二月初在其2016年预

自二月起，经国务院批准，国家

卢比(0.09美元)的固定购电协议费率，

算中，提议永久延长用于太阳能项目

税务总局、财政部将电池、涂料列入

在达到每千瓦时6.43印度卢比的上限

的投资税收抵免(ITC)。相关公告还包

消费税征收范围，在生产、委托加工

之前，每年每千瓦时提高0.05印度卢

括为清洁能源增加七十四亿美元的预

和进口环节征收,适用税率均为4%；对

比，一旦其达到该上限，则保持固定

算，以及一笔新的四十亿美元资金鼓

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

不变。

励各州加快碳减排计划。清洁能源将

机构积极开展能效信贷业务

成为这笔资金的一个潜在用途。计划

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

日本

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免征消

2016年底美国ITC将从30%降至10%。
西弗吉尼亚州州长艾尔·雷·汤

费税。2015年12月31日前对铅蓄电池
缓征消费税；自2016年1月1日起,对铅

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自然资源与

姆布林在三月中旬签署了一份旨在限

能源厅在去年末公布了修订后的可再

制该州净计量的有争议的法案。该法

对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生能源政策，该政策是由多家负责电

案的核心是禁止所谓的交叉补贴，可

低于420克/升(含)的涂料免征消费税。

网的电力公司主导修订，并叫停了新

能导致净计量客户被收取额外电网费

项目申请的接收通道。

用。

蓄电池按4%税率征收消费税。

此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
应的法律法规，促进太阳能产业的发
展。

根据新规则规定，开发商需要在

佐治亚州在三月末批准一项法

规定的时间内开始项目建造并完成项

案，允许家庭和企业第三方进行太阳

湖南省人民政府于年初下发《关

目联网，否则将失去联网的权利。此

能设备租赁。租赁系统的光伏发电可

于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的实施意

外，经济产业省还规定，电力公司有

以售回到电网，而房主或居民将获得

见》，力争到2017年末，省内新增分布

权在对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多样性进行

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来还清设备。其

式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超过100万千瓦，

调整时限制其所购买的可再生能源项

中住宅系统发电量不超过10kW，商

累计145万千瓦以上。并针对2014年

目的产出量，限制时间每年可高达三

业安装项目售回到电网的电力不超过

投产项目的发电量(含自发自用量和上

十天。

“所规定太阳能技术服务实际或预期

网量)，省内补贴0.2元/千瓦时，补贴

日本政府随后在三月下旬证实，

期限10年，补贴资金先由省级可再生

将大幅削减为太阳能支付的上网电价

能源电价附加加价基金安排，不足部

补贴(FiT)，费率降幅约为16%。三月

分由省财政安排预算补足。

底进行首次削减，费率从每千瓦时三

最大年度峰值需求”的125%。

迪拜

广州发改委在四月初发布今年第

32日元降至29日元；随后是七月一日

迪拜水电局在三月中旬推出Shams

一批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

的进一步削减，将使价格降至每千瓦

Dubai净计量计划，旨在鼓励和监管商

金的申请与使用。补助金额分为：1.项

时27日元。一旦批准用于一个项目，

业和住宅太阳能项目开发。

目发电量补助金额。按照0.1元/千瓦时

该费率将实施二十年。

Shams Dubai净计量计划，来安装太阳

的标准，自项目并网发电之日起至3月
31日前，发电满1年不足2年的项目以

保加利亚

类推。2.项目装机容量补贴金额。按

能光伏电池板。申请者必须支付智能
电表1500迪拉姆(400美元)的成本，但

1年的发电量为依据，计算补助金额；
发电超过2年不足3年的按2年计，以此

业主通过使用免费门户网站申请

保加利亚议会在三月初决定终止
对可再生能源安装项目的优惠价格。

无需支付联网费用。申请过程从开始
到结束约耗时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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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
MacDermid旗下HELIOS镀膜解决
方案可使用窄铜网导体替代银浆

NEXTracker推出自供电跟踪技术
以降低BOS

Lamers旗下化学品存储分配系统
可实现更高安全性

产品应用: 本品可应用于单晶和多晶硅
基太阳能电池的导体形成工艺中。

产品应用: 本品可应用于使用单轴跟踪
器的大规模光伏电站中。

产品应用: 本品可应用在光伏产业中化
学品的处置流程上。

相关信息: 公司的合作伙伴可提供专业
激光刻蚀服务，设备规模可扩充至50
或100MW，并配有内置运输部件。

相关信息: NEXTracker产品通过了
UL2703认证，可摒除单独接地材料及
相关安装成本。

相关信息: IBC处置系统是化学品分配
系统中的一部分，该系统包括一个阀
组箱、一部汞泵和一个容器。

上市时间: 已上市。

上市时间: 已上市。

上市时间: 已上市。

MacDermid旗下HELIOS镍铜银湿

NEXTracker公司近期推出

Lamers High Tech Systems(LHTS)

化学渡浴集成了激光刻蚀、镀膜、热

NEXTracker SPT自供电跟踪技术。该款

公司旗下针对具腐蚀性、毒性化学品的

退火等工艺系统中的关键组成，可实

新单轴跟踪器摒除了连接至跟踪器发电

存储分配系统可提高光伏制造商设备中

现30μm的栅线宽度和4N的拉力，从

机的供电线，降低了材料及安装成本，

的安全性。IBC(中型散装容器)处置系

而可将单个电池成本降低US$0.06。

使得每台跟踪器更符合“即插即用”的

统是LHTS旗下的一套系统，该系统可

窄铜网导体可将光捕捉率提高

定义。公司表示，这项最新技术大幅简

自动清空可重复使用的容器。该设备根

50%，并通过三步工艺即可完成制

化了太阳能光伏跟踪系统的设计、安装

据客户要求进行了模块化设计与制造。

作：使用皮秒级UV激光对ARC进行

盒调试过程。

刻蚀，将硅暴露出来；通过内联传送

该产品通过机械平衡设计实现独

存储池中排放将分配至光伏生产流程

式镀膜工具、使用超速电沉积创新配

立跟踪器列仅依靠极少的电机动力即

区域内的化学品时的安全性，这一功

方，进行1μm镍层、10-15μm铜层

可运转。配有电池后备系统的单个小

能据称可实现更高的效率，并大幅提

和0.2μm银层沉积；迅速对HELIOS金

型专用太阳能电池板即可为一列具有

高操作员的安全性，减少对特殊防护的

属网格进行退火工艺，从而获得与浆

80个组件的阵列提供动力。凭借单独

需求。IBC系统放置在封闭箱内，并预

料印刷导体相似的粘附性。镍层可实

的阵列控制，跟踪器操作更为迅速、

先配有泄露盘。随后，IBC系统通过一

现与硅材料的全面积接触，铜层可实

准确；从而改善了能源产出，并提高

步操作从外部连接至封闭箱，无需直接

现浆料所无法达到的导电性。低温操

在天气条件变换迅速的情况下进行快

接触化学品。化学品的处置和分配在集

作使得这一工艺可应用于几乎所有高

速收起时的安全性。自供电技术同时

成控制系统对其进行安全检验后即可开

效电池上，特别是PERC、硅基异质结

还摒除了为跟踪器提供能源的电网需

始。

和双面设计等。金属导体成本可立即

求，这就意味着系统中不存在任何“

这款专利产品可通过即插即用方

减少50%，从而将投资回报期缩短至

寄生”能源损失。每个NEXTracker

式与化学品分配系统进行连接。这就

一年。为确保稳定性，HELIOS导体曾

阵列均配有可维持七天以上的后备电

意味着可以将IBC系统内的存储物安全

在Fraunhofer ISE实验室中按照IEC标

源，以防止出现太阳能输入丢失的状

地转移至存储罐中，以及进一步对化

准进行过量产组件测试。所生产出的

况。将高级遥控监控发动机和电源状

学品分配至生产环节中的流程进行安

组件通过了湿热测试和热循环压力测

况/充电状态结合在一起，该产品据称

全操作。

试，并在经过了600次热压循环后无

可实现极高的稳定性。

一款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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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能扩张计划季度分析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高级记者。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七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期刊中。

摘要

在第26期的《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期刊中，我们对2014年重新出现的产能扩张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
了全球多家公司的公开计划，包括薄膜产品、专用太阳能电池组件流水线和集成太阳能电池组件流水线。在现在现有已公
布产能扩张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将在2015年内对其进行季度分析。

2014年12月回顾
最初进行的2014年光伏产能扩张计划进度回顾涵盖
了，2014年1月至11月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先对12月份
的状况进行分析，然后对全年状况进行总结。
在2014年12月，共有七家公司公布了产能扩张计划，
主要集中在集成电池/组件流水线上；这一点十分值得关
注，因为其中大多数都不是一级晶硅产品生产 商。共有
1110MW的新增晶硅太阳能电池产能被公布，其中只有
300MW为太阳能电池专用流水线。由于大多数的增产公
告都是集成生产线，公告中共有 1160MW的晶硅组件生产
线，这与十二月中所公布的电池计划增产相近。
在经历了近四个月的薄停滞后，汉能薄膜宣布将在中

图一：使用在PERC太阳能电池上的SCHMID激光工艺。图片来
源：SCHMID

国建立一个300MW工厂，专门用来生产柔性CIGS 薄膜基
底。汉能旗下全资子公司，位于湖南常德的工具制造商北

最终2014年综述

京精诚将为该生产线提供设备。新生产线项目将由省级政
府进行建造，并预计将在2016年6月前完成。
但是，汉能的计划并不是在2014年最后一个月内所公
布的最大规模的计划；这一荣誉巴拉特重型电气有限公司

在进行月度比较时，十二月内所公布的总量1760MW
与一、二、五、六月持平，去年月度高峰当之无愧地被三
月(3480MW)和十一月(4938MW)所占据(详见图二)。

(Bharat Heavy Electricals Ltd, BHEL)所获得，该公司宣布
计划建立一个额定产量为500MW的集成晶硅产品生产厂，
具体的规划阶段仍未被确定。BHEL此举意在回应印度到
2022年完成100GW光伏安装量的计划，但就如本文随后所
要提及的，在2015年2月，由于印度国家新目标导致了该
国出现多个不理智的产能扩张公告。
总部位于墨西哥的ERDM太阳能在技术层面上所公布的
产能扩张值得注意，该公司计划通过引进设备及一体化生
产解决方案供应商SCHMID的双面多栅线技术，将太阳能电
池及组件产能从现有的60MW增加至170MW。ERDM太阳

图二：2014年电池/组件产能扩张月份公布图

能预计在2015年第三季度完成新110MW(两条生产线)的
扩容。
SCHMID公司也忙着于Pekintas集团建立合作关系，共

这种状况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这两个高峰月中

同为新型企业Solar Systems建设位于俄罗斯的200MW集成

所进行的公告主要包括了各一线光伏制造商所进行的大规

晶硅电池及组件生产项目。双方目前并未公布任何财务细

模产能扩张。事实上，对这些公司(天合光能、晶科能源、

节，但据称Solar Systems是由中国股东天狼星电站设备有

晶澳太阳能和阿特斯)进行回顾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同

限公司在2014年成立的。该生产项目预计在2016年第二季

时也是2014年光伏组件出货量增长最高的一级制造商。

度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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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季度趋势

顺应了历史趋势。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201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大量的

从季度量上来看，很明显地，2014年第一季度

扩产公告。很明显，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增长迅

(6.79GW)和2014年第四季度(7.64GW)的产能扩张公告活

速的公司导致了第四季度扩产公告集中出现的状况，并且

动最为活跃，相较于年中其他季度，数字间有着显著差距

大多数在十一月份公布第三财务季度业绩时公布。而中国

(详见图三)。

非一线生产商又拉高了十二月的数字。

从历史记录来看，每年的第一季度一直被认为是产能
扩张的重要季度，特别是众多一线光伏制造商均为上市公

薄膜复苏

司，均会在这一季度中公布公司上一年的财务业绩和未来
汉能在十二月的300MW产能公告宣告了薄膜技术复苏

一年的业绩预期。从这个角度来看， 2014年第一季度算是

的一年。在2014年，共有2GW新增产能公告，其中汉能针
对旗下所收购的三个公司的两个单独CIGS薄膜工厂占到了
主导地位，总量达900MW(详见表一)。
另一个则是CdTe领域内的领军企业First Solar公司，
该公司宣布将在其位于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工厂进行共计
728MW的产能扩张和效率升级。但是，在产品技术方
面，CIGS(包括CIS)的扩张计划超过了1230MW。

PERC电池领跑晶硅产能扩张
图三：2014年电池/组件产能扩张季度公布图

2014年内出现的另一个复兴则是晶硅太阳能电池专门
产能扩张，这一趋势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因为随着具有更

公司

公布日期

生产地点

新增额定产能
[MW]

产品类型

Ascent Solar

14年1月

中国江苏省宿迁

25

柔性CIGS薄膜

Solar Frontier

14年1月

日本Tohohu地区

150

CIS薄膜

汉能太阳能

14年1月

中国河北省曹妃甸

600

CIGS薄膜

台积电

14年2月

台湾

80

CIGS薄膜

First Solar

14年3月

马来西亚

200

CdTe薄膜升级

Stion Corp

14年6月

美国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

100*

CIGS薄膜组件生产线

Siva Power

14年7月

美国加州硅谷

试生产线

CIGS薄膜试生产线

SoloPower

14年7月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75

柔性CIGS薄膜

First Solar

14年11月

美国俄亥俄州佩里斯堡

178

CdTe薄膜组件

First Solar

14年11月

马来西亚

350

CdTe薄膜组件生产线
升级及调试

Hanergy Thin Film

14年12月

中国湖南省常德

300
总量：2058

*预计产能

表一：2014年薄膜产能扩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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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电池成为产品差异化的关键，并为降低每瓦成本提

组件生产领跑产能扩张计划

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因此大多数的产能扩张与PERC电池技
术相关。2014年所宣布的晶硅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量

光伏组件的产能扩张在2014年仍旧保持了其强劲的增

达到了5GW，如果算上集成电池/组件的扩产，这一数字则

长势头，其中晶硅产品占到了11.9GW。与太阳能电池的产

达到了7.6GW(详见表二)。

能扩张状况相似，主流一线光伏制造商占据了主导地位。

太阳能电池领域内所出现的另一个复兴趋势，是宣布
扩张单晶专门产能的公司的规模，而非数量。尽管一些光伏

然而，新兴企业，如SolarCity公司和许多区域性小规模企业
等，确也为最终不断增长的数字添砖加瓦(详见表三)。
凭借明确的下游新兴市场，非洲(320MW)和拉丁美

制造商在年度内将生产线转变成为单晶产品线，从技术上来

洲(450MW)也是成绩斐然，其中一些国家，如南非和巴西

看，这些产能并不能算做是新增产能。
英利绿色能源尽管宣传其进行技术开发并采用新技

等，还具有本地生产配比等规定。

术，如离子注入等，来产生其n型单晶熊猫电池，但该公司
在2014年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产能。只有SolarCity、阿特

充满野心的新年一月

斯、Mission Solar、陕西有色金属、SolarWorld和Suniva等
一月初，美国主流无厂房光伏能源供应商(PVEP)

公司爱2014年内公布了单晶硅专门产能扩张计划，在太阳
能电池总扩张计划的7.86GW中占到了近2GW。

SunEdison公司决定将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列入其潜在建厂地
点名单中，以实现其最终成为一家全面集成光伏制造商的目
标。该公司已经与印度财团Adani Enterprises签署了一份谅

“光伏组件的产能扩张在2014年仍旧
保持了其强劲的增长势头”
公司

新增额定产能[MW]

马来西亚赛柏再也市

204

晶硅PERC太阳能电池

晶科能源/尖山光电 14年1月

中国

50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Solland Solar

14年2月

荷兰海尔伦

5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天合光能

14年3月

中国

50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晶澳太阳能

14年3月

中国

300

晶硅太阳能电池

韩华SolarOne

14年5月

中国

200

晶硅太阳能电池

阿特斯/保利协鑫

14年5月

中国江苏省阜宁

1200

晶硅太阳能电池

Indosolar

14年6月

印度

250

多晶硅选择发射极电池

陕西有色金属

14年7月

中国

38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海润太阳能

14年9月

中国

100*

晶硅PERC太阳能电池

TS Solartech

14年9月

马来西亚

2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阿特斯阳光电力

14年11月

中国阜宁

400

单晶硅PERC太阳能电池

晶澳太阳能

14年11月

中国

60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Rolta Group

14年12月

印度孟买

300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专用产能

总量：5004

包括集成产能

总量：7860

14年1月

*预计产能

表二：2014年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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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地区建造完全集成(多晶硅至组件)生产厂群。

生产地点

韩华Q CELLS

公布日期

解备忘录，设立合资公司，斥资40亿美元在古吉拉特邦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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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Made by KUKA Industries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LASER AND ARC WELDING
SOLUTIONS
MAGNETARC AND FRICTION
WELDING SYSTEMS
CASTING TECHNOLOGIES
AUTOMATED PRODUCTION
SOLUTIONS
CUSTOMER SERVICES

www.kuka-industries.com
INTERSOLAR 2015
MUNICH | GERMANY
10TH – 12TH JUNE 2015
HALL A2 | BOOTH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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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士

市场

公司

公布日期

生产地点

晶科能源/尖山光电

14年1月

中国

1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晶澳太阳能/保威能源

14年1月

南非伊丽莎白港

15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ELIFRANCE

14年2月

法国拉塔洛迪埃

2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EL.ITAL

14年2月

意大利阿韦利诺

2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Pure Energy Generation

14年2月

巴西马雷夏尔

7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无锡尚德

14年2月

中国无锡

10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REC太阳能

14年2月

新加坡

12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Vitec Global Solar

14年3月

日本枥木县大田原市

8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天合光能

14年3月

中国

10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阿特斯阳光电力

14年3月

中国

4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晶澳太阳能

14年3月

中国

1000

晶硅组件生产线

捷普科技

14年4月

波兰克维曾

24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REC太阳能

14年4月

新加坡

3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阳光能源/锦州阳光

14年4月

中国

170

单晶硅组件生产线

韩华SolarOne

14年5月

中国

5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Green Panel Technology
Jurawatt Tunisie

14年5月

突尼斯

3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Tata Solar

14年4月

印度班加罗尔

75

晶硅组件生产线

Hanplast

14年6月

波兰

85

梅耶博格SmartWire组件生产线

同昱能源

14年6月

台湾

150

晶硅组件生产线

京瓷

14年6月

日本

200

晶硅组件生产线

Suniva

14年7月

美国密歇根州萨吉诺

200

n型单晶组件生产线

比亚迪

14年7月

巴西圣保罗

20*

晶硅组件生产线/研发部门

Tecnova Renovables/天华阳光

14年8月

乌拉圭派桑杜

50

晶硅组件生产线

Grupo IUSA

14年9月

墨西哥

50–200

晶硅组件生产线

升阳光电

14年9月

美国佛罗里达州
里维埃拉海滩

80+

梅耶博格SmartWire组件生产线

韩华Q CELLS

14年10月

马来西亚赛柏再也市

800

晶硅PERC电池/组件生产线

SunPower

14年11月

南非开普敦

160

n型单晶组件生产线

阿特斯阳光电力

14年11月

中国常熟、中国洛阳

500

单晶/多晶PERC电池生产厂

晶澳太阳能

14年11月

中国

6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韩华SolarOne

14年11月

韩国

25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晶科能源

14年11月

中国

2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晶科能源

14年11月

中国

640–800

晶硅PERC电池/组件生产线

BHEL

14年12月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500

集成晶硅电池/组件生产线

PSC Solar Industries

14年12月

尼日利亚Warewa

1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tenKsolar

14年12月

泰国

50–10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ERDM Solar

14年12月

墨西哥
圣安德烈斯图斯特拉

110

集成晶硅双面电池/组件生产线

Solar Systems

14年12月

俄罗斯耶拉布加

200

集成晶硅电池/组件生产线

Rolta Group

14年12月

Mumbai, India

240

多晶硅组件生产线

新增额定产能[MW]

总量：10,700
*预计产能

表三：2014年晶硅组件专门产能扩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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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商业

然而，尽管全世界的头条新闻都认为这一谅解备忘录已

关于在印度建立其第一家生产工厂的“雄心勃勃”的言论也

是木已成舟，但SunEdison公司发布的公告却告诫说，公司

是如此。而对于受到印度新光伏政策促进而宣布的实际产能

将会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后才决定是否执行这一备忘录，并同

扩张公告来说，笔者会密切关注并及时报告相关发展动态。

时不予公布任何时间表。因此，与2014年里SunEdison公司

二月中旬出现的关键产能计划包括韩国SolarPark将其

在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所进行的类似的潜在产能合约相似，这

组件产能由目前的600MW扩大到1.2GW的提案。LG电子

份印度计划将被谨慎地从调研数据库中剔除，直至有关各方

计划花费1.45亿美元左右，将其n型单晶硅电池与组件产能

公布更具实质性的计划，同时，此类公告目前将仅被作为口

增加约200MW；这一资本开支计划将在2015年7月底前进

头宣告看待。

行。中国光伏制造商中利腾晖已正式在泰国罗勇的泰中工业

在较为笃定的一方面，中国光伏制造商浚鑫表示，作为

园区启动500MW综合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工厂的建设。

其在泰国光伏市场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公司预计在2015年

中利腾晖表示，该生产线将实现全面自动化生产，并采用先

5月建成投产一座200MW的电池组件工厂。光伏组件制造

进的加工技术来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和组件，该生产线有望

咨询上J.v.G. Thoma也在月中表示，将会向巴西的新兴公司

在2015年10月投产。

Renovasol供应一条70MW一体化生产线，并将同时负责整

印度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商之一Waaree能源也开始

套生产工具的完成、认证、培训和增容。该生产线预计将在

大规模的增加产能以满足需求，已经将自身产能增加至

2015年内开始生产组件。

了500MW，并计划在未来的四个月内将这一数字增加一

韩华Q CELLS(计划与姊妹公司韩华SolarOne合并，但

倍。Waaree最近在其位于古吉拉特邦苏拉特(Surat, Gujarat)

保留Q CELLS名称)表示，将关闭旗下德国所有太阳能电池

的工厂完成了250MW的组件产能扩张，将其额定产能增

和组件生产线；并将额定产量为230MW的太阳能电池生产

加至500MW。公司称，凭借此次产能扩张，其已成为印

线和130MW的光伏组件生产线迁至其在马来西亚赛城的主

度单一地点拥有最大产能的光伏组件制造商。在2014年11

要生产基地。公司去年宣布将在年内在马来西亚增加新的产

月，Waaree曾表示正与GTAT合作，将其新型Merlin电池镀

能，因此，此次生产线迁址被当做是新增产能，并再次强调

膜与互联技术集成至现有组件生产线。

对于未来计算实际额定产能来说，这是目前韩华Q CELLS在
马来西亚唯一的生产基地。

2015年2月所记录在案的新增产能公告总计为
2.39GW，而2014年第二个月数值为1.5GW。造成此

印尼国有电子公司PT Len Industri计划在本国内增加

差别的主要因素为SolarPark、Waaree和中利腾晖。太阳

集成太阳能电池组件组装厂，并确认其在2012年所公布的

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公告在月内达到300MW，集成综合

60MW产能目标。但是，该项目的资金问题仍未解决。

产能为800MW。在组件生产扩张方面，专门产能总量为

印度光伏组件制造商Surana太阳能计划在2015年3月
启动太阳能电池生产，并为此提前从破产的而德国肖特太阳

765MW，综合产能为1.3GW。二月份内并没有薄膜产品产
能扩张公告。

能收购了两条生产线。在2013年，Surana太阳能计划收购
两条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每条年额定产能为55MW，用来
集成至已有产能为40MW的现有组件装配生产线。

“2015年前两个月的产能扩张公告与
上一年度同期相比具有相同的趋势”

总的来说，一月份宣布了总计440MW的新增产能，而
这一数字在2014年1月为1.8GW。主要的差别在于主流一
线供应商未公布任何增产计划。在一月份内，仅有110MW

结论

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被公布，有260MW集成产能扩张计划
被公布。组件装配专门生产扩大了70MW，但并没有任何
薄膜公司发布扩产公告。

2015年前两个月的产能扩张公告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
具有相同的趋势。然而，大多数公告是来自二线厂商和新兴
供应商，一线供应商的缺席可能是由于即将在三月公布的全

承诺频现的二月产能计划

年财务业绩公告而导致的，预计全年财务业绩公告将导致另
一波产能扩张浪潮。

正如前文提到的，印度将其2022年光伏安装目标大

下一期的季度报告将全面公布一线制造商的细节，并将

幅提高至100GW。在二月中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对其进行季度全面分析。作为分析内容的一部分，还将包括

(Narendra Modi)和能源部长Piyush Goyal参加政府承办的活

对其全年产能扩张总量的评估，以全面理解市场供需动态。

动，以为在莫迪的计划启动投资。此举导致印度多家光伏制
造商为实现下游目标“承诺”增加产能。至少12家本地企
业承诺进行愈41GW的产能扩张。然而，因为这些承诺并非
计划或已宣布的公告，此类承诺应被谨慎对待，Sun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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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背板进入拼资本时代
文/肖蓓

2014年中国光伏圈有两家与背板材料有关的公司上
市，他们是杭州福斯特与苏州中来股份。
上市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这两家材料公司上市后
的市值比哺育他们的组件公司市值大出很多。并且，上市
背后的业绩实力主要依托其最大客户的支持，那么这算是
比较少见了。
以中来股份为例，上市之前，中来股份的主要客户来
自于韩华、中利腾辉等国内光伏公司，中来的业绩与他们
的需求成正比关系。几年的积累，中来逐渐积攒起一定的
实力，上市后，客户拓展更见顺利，其也加快了融资扩大
产能的步伐。
据业内人士反应，此前中来股份只是一家二线的光伏

围绕价格的“战争”

背板公司，市场占有率并不高，主营涂覆型背板。由于背
板行业进入门槛较低，缺乏高的技术壁垒与标准，因此早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光伏市场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同

年在背板需求高峰期，仅中国就形成“百家混战”的竞争

时也是背板材料的最大需求市场，是中外光伏背板材料供

势态。

应商必争之地。

市值与阵营

纵然拥有本地化优势，但如果不能获得大量资金的支持，

对于国产背板厂商而言，应对眼下最大的光伏市场，
也将会在这轮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百家竞争的背后意味着有一个支撑的市场，据PV－

个中原因在于虽然背板投资门槛并不高，但以目前行

Tech了解，如果以1GW需要70万平方米背板测算，全球

业付款条件及账期而言，客户付款恶化，付款期普遍为3个

40GW产能则需要2.8亿平方米背板，按照背板均价20元(税

月账期＋6个月承兑，需要光伏背板供应商有足够的资本周

前)，每年约有总价值6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潜力。

转。从谈判角度观察，材料供应商基本不具备强势的议价

在光伏发展的早期，背板材料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公
司，外资背板品牌如康威明Coveme、肯博kremple、伊索

及付款谈判能力，组件制造商真正享受着“顾客是上帝”
的待遇。

沃尔塔Isovoltaic、3M、日本东丽等，加上台虹Taiflex，占
据国内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也因此，迫于价格走低与账期风险，不少国内外光伏
背板公司逐渐淡出市场。

随着行业的发展，以及近两年中国光伏市场的兴起，

“前几年不是这样的，背板材料供不应求，组件厂商

国内背板厂商逐渐增多，凭借本地化优势及成本控制，以

购买Tedlar背板都需要排队，后来国产背板厂商的突破才有

赛伍、明冠、中来、海优威为代表的中国国产背板材料供

了背板价格的下降，其中不乏多家组件制造商积极支持国

应商获得一部分市场占有率，也因此从众多中国光伏背板

产背板的研发生产。”据多位光伏背板供应公司销售人员

企业中脱颖而出。

反映，2010年背板价格在100元左右，2014年降到20-30

如此，两大性质公司对弈的局面已然形成，另一方

元，涂氟型背板价格只有十几元。

面，阵营之内的背板公司相互竞争亦同时存在，在各有

合同方面以前是一年一签，后来是一季度一签，现在

优势，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对如今相对领先的国内外光伏

是每月一变，价格月月在降，利润空间一直在下降。继续

背板材料公司而言，意味着此领域的竞争已经进入“拼资

以中来股份为例，根据其招股说明书显示，2011年-2014

本”时代。

年上半年光伏背板平均售价及毛利率逐年下降，详情见表
一。

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价格

42.37元/M2

31.8元/M2

23.33元/M2

20.65元/M2

毛利率

52.65%

50.49%

47.88%

47.16%

表一：2011年-2014年上半年中来背板平均售价和毛利率。数据来源：中来股份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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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中来股份采购的氟材料报告期内有一
半自国内，成本相对较低廉。而其他多数背板商更多的是
采购国外相对昂贵的氟膜或氟树脂，毛利空间更加狭窄。
国产背板的兴起一方面加快了背板的价格下降，另一
方面也同时把海外背板品牌从高位上拉了下来。

题。
据了解，含氟背板含有卤族元素，在组件报废后若
通过焚烧处理会产生氟化氢等毒性气体。如果采用掩埋处
理，因为其化学结构很牢固，估计1000年内都无法降解该
成分。改用其他方式，氟同样很难处理。

为了拉回在中国以及全球的市场，海外背板公司也付

吴小平说：“伊索的初衷是好的，他们想解决背板回收

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努力与让步，对于他们而言，拓展中国

问题，所以试用3A，但是这种材料吸水，价格比较高，试

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本地化服务与价格。

验一段时间后逐渐消失了，伊索转回复合型背板。回顾背

康威明CEO Gianpaolo Fedrigo向PV-Tech表示，2014

板的演变历史，在应用材料上的创新，赛伍最惧怕的是东

年公司背板销量相较于2013年呈现25%的增长，增长主

丽、伊索、3M、霍尼韦尔，他们都具有原创性和丰富的经

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其中由于组件商的产能占据全球的七

验，不是复制者，甚至包括康威明，康维明走了自己的独

成，中国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量都非常可观。

立道路，总在努力创新变革材料，对背板的认知高于很多

为了进一步扩张中国市场，如今他们在张家港的工厂
将投运新的生产线，实现产能翻倍。据了解，外资背板公

背板供应商，这些材料供应商对世界背板进化都发挥了作
用。”

司在国内设厂的还有肯博、伊索沃尔塔，除此外台虹也加

吴小平表示赛伍正在积极研究回收问题，以及新材料

大了对大陆的市场推广力度，其背板关键材料Tedlar®聚氟

背板。对于此问题，杜邦(中国)公司付波博士表示，含氟背

乙烯(PVF)薄膜供应商杜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板组件的回收有专业的处理方式，但对技术有一定要求。

价格是将海外品牌背板拉下神坛的直接导火索，然

除了投资进入门槛不高，产品容易山寨是早年出现众

而，质量是产品的核心，尽管国产背板不断有突破，但伴

多背板厂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关键材料所

随而来的质量问题曝光也一同存在。

用的薄膜都可以买到，这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膜加工也

对电站业主及投资商普及组件封装材料常识是一项必

可以依样画葫芦，在背板急需时期，能有货就行。

要工作，有一种策略叫客户的客户指定封装材料，组件封

然而事实上，制作成最终背板成品，复合型背板对膜

装材料对电站的收益率产生关联影响，在近两年的中国西

的处理及加工很关键，胶水也很重要。有些背板厂商处理

北大型光伏地面电站建设过程中已经有所体现，这成为海

工艺好，做出来的背板产品就好，有些厂商工艺不到位，

外品牌背板引领使用含氟背板及价格回归的切入点。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经不起考验。

于是，问题回到起点——产品本身。

即便其中做的比较优秀的台虹、肯博、伊索、赛
伍、3M、SFC、霍尼韦尔、中来股份、乐凯等，每家的处

山寨背后谁在创新？

理工艺都不一样。
针对工艺的创新，中来股份的涂覆型背板算是一个奇

曾经有一度，为了寻找更大发展空间，使背板更环

葩创新，该公司技术总监孙玉海这样介绍，
“中来研发的涂

保，伊索沃尔塔尝试过一个“面面俱到”的材料创新，

覆型含氟背板，既是膜又是胶，没有界面，膜胶一体化，

试验了一种新材料——3A(PA/PA/PA尼龙材料)。看过

良品率高、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降低，与PET形成化学结

《PV-Tech PRO》此前背板报道的读者应该对此材料有一

合。”

定印象，它曾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某光伏上市公司组件产品
中大量试用过。

上述背板厂商都在做探索创新，按照眼下的使用情
况而言，每一种背板都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含氟背板有一
定的回收问题，PET有使用寿命问题，涂覆型背板容易脱

为什么尝试3A？

材料需要创新，才能使产品不断完善，质量进一步提

卓越表现，是一款目前比较理想的光伏组件封装材料，其

高。对于组件厂商及电站投资商而言，需要选择最合适的

中TPT结构背板是目前唯一一款经受25年考验的产品。但

产品。对背板的评估需要综合考虑，比如根据电站所处环

是，我们也发现其有一个劣势，即回收问题。

境进行选择，成本考量也是一部分，预计未来组件厂商选

“氟材料背板没法回收，但PET和3A材料可以回收。”
赛伍科技CEO吴小平道破其关键，尽管赛伍也主营含氟背
板，但面对这一针对性问题，吴小平并没有闪烁其词。
随着大规模电站越来越多的建设，一些早期的电站存
在了一定年限，组件回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如何
科学环保处理废旧组件是下一阶段光伏产业需要面临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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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PV-Tech了解，现在使用的含氟背板在耐候性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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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背板会呈现多样化需求甚至定制化，这需要背板厂商有
足够的技术研发实力。
除此之外，价格下降与过高销售费带来的利润压力会
同期存在，成本控制与资金实力将是光伏背板公司保持优
势的资本。

.<1$5),/0

.<1$5薄膜给太阳能组件带来卓越的保护性能
3+27292/7$,&3527(&7,217(&+12/2*<
选择正确的背板保护以应对严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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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产品类型

台虹TAIFLEX

复合型，基于杜邦TEDLAR的PVF（TPT、TPE）

康威明COVEME

复合型，PPE、TPT、TPE，纯PET，无氟材料基于PET

肯博KREMPLE

复合型TPT、TPE、KPK、KPE

伊索ISOVOLTAIC

复合型TPE、TPT

SFC

复合型，基于PVDF，也有纯PET型

霍尼韦尔HONEYWELL

复合型，ECTFE/PET/TIE LAYER

3M

THV/PET/EVA

LG

复合型，基于PVDF

日本东丽TORAY

无氟材料，基于PET

日本东洋TOYO

复合型，基于PVDF膜，KPE

赛伍CYBRID

复合型，基于阿克玛PVDF，KPK、KPE、KPF

乐凯LUCKY FILMS

复合型，ETFE/PET/EPA，TPT

中来JOLYWOOD

涂覆型，FFC/PET/FFC（大金氟树脂），TPF

明冠CROWN ADVANCED

复合型，基于杜邦TEDLAR的PVF膜

中天科技ZTT

复合型，基于PVDF膜

福斯特FIRST NEW ENERGY

复合型，基于PVDF膜

帝龙光电DILONG

复合型，涂覆型，基于PVDF膜

哈氟龙HAFLON

涂覆型，FEVE/PET/FEVE（日本旭硝子氟树脂）

回天新材HUITIAN

复合型，基于PVDF膜

海优威HIUV

复合型，基于PVDF膜

联合新材 UMTECHNOLOGIES

涂覆型，高复合晶太阳电池背膜（HFF）

表二：目前国内外主流背板厂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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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新面孔：未来几月你可以关注他们
文/肖蓓

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未来

融，成为一家产融结合的金融控股集团。

六年时间内，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定位为绿色低碳战略，

B、根据《商业银行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

且明确要求要大幅增加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

业银行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

源和核电消费比重，这样明确的大方向吸引了一拨民营资

和企业投资。因此在我国，产业与金融在某种程度上是分

本投入新能源产业，在过去的2014年，光伏产业同样迎来

离的，而中民投作为民营投资集团，不受此条例约束，其

了诸多新面孔。

向国务院提出了产融平台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企业融

从2015年初资本市场上演的新能源股暴涨行情，到国

资，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合理管控风险。

家能源局《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通知》的出炉，

3) 解读：效仿水电、火电、核电市场，比如中核、中

多家分析机构分析师预测，今年民资将持续成为新能源投

广核垄断核电，中民投试图成为未来清洁能源电力垄断供

资主力。经PV-Tech观察，以下几家新面孔值得保持跟踪。

应商之一。其产融结合模式到底如何，有待观察，同时其
因为众多股东参与，决策上的效率也有待考量。按照光伏

入榜公司：中民投——民营巨无霸

电站的分类，中民投的大部分目光及精力将放在集中式地
面电站上，预计2015年动作会加大。

中民投由59家民企发起、500亿元注册资金、3000亿

4) 主要动作：中民投成立以来，陆续有动作在推动，

授信，是首家由国务院批复的“中字头”民营大型投资公

有些为自身出面投资，有些为背后参与，其半年来几个主

司，于2014年8月21日在上海挂牌。

要动作详见表一。

正式挂牌后，中民投在北京注册成立中民新能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新能)，注册资本金80亿元，是中民投

入榜公司：SunEdison——当SunEdison进入中国

在新能源领域的专业投资平台。
1) 光伏投资定位：董事长董文标——“整合、运营光

过去一年SunEdison已经多次出现在PV-Tech中英文国

伏发电项目，颇具规模清洁能源提供商”，定位大型地面电

际新闻及投融资板块，这足够证明其发展事态的迅速，以

站。

及其新奇的融资工具让人注目。直到2014年10月，他正式
高调进入中国。

2) 商业模式：众筹式融资模式＋产融结合。
A、59家参与企业平均每家持股众筹，董文标描述中

1) 入榜事件：SunEdison与中国的合作方是中央汇金

民投的商业模式，将向美国摩根财团靠拢，覆盖产业和金

投资旗下中国私募股权公司中建投资本(JIC Capital)建立合

动作一

设立中民新能源，注册资本金80亿元人民币

动作二

与协鑫集团合作建立规模100亿元的基金，以发展光伏电站和光伏产业
整合

动作三

在宁夏投资建设3GW～5GW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300亿～500亿元

动作四

ST超日重组案中，有中民投的影子，上海韬祥的合伙人是上海中民银孚
和深圳中民资本，协鑫又与其合作

动作五

2015年3月9日中民新能完成了2015年度第一次光伏电站设备战略采购
招标工作，采购总规模约1GW，中民投全面进军光伏电站投资进入实质
性阶段。

宁夏观察

A、日照：平均日照时间超过2000小时、无霜期168天；
B、电力输送：电力外输项目主要包括宁东至山东±660千伏直流输电示
范工程，今年新建重点项目有灵绍±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国网宁
夏电力建设了5座330千伏、1座220千伏新能源集中接入输变电工程；
C、电价补贴：集中光伏发电收购电价定0.9元/千瓦时、分布式光伏补贴
为0.42元/千瓦时；
D、政府态度：支持力度较大，地方有各自政策如石嘴山、中卫等，自
治区发改委通过采取集中受理，归并办理的方式对光伏电站项目审批。

表一： 中民投成立以来主要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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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在未来三年资助中国总计1GW的光伏发电站项目的
开发和建设。

2) 中建投资本董事长张剑平与其合作并投资太阳能
的判断是：第一，最近习总书记对能源的规划提出四个革
命，新能源前景广阔；第二，中建投与SunEdison公司经过
半年多的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促成了中国新能源产业
基金的正式成立，我们希望用基金的方式发展光伏。
3) 商业模式：双方签署一份合资协议，以合资形式推
动无追索权融资的发展。SunEdiSunEdison将使其未来能直
接或通过附属公司(包括yieldco投资工具)，以公平市价购买
由合资计划开发的太阳能项目。
4) 小结SunEdison中国定位策略：其自身产品函括大规
模的地面电站、商业屋顶和住宅。但在中国，SunEdison会
更多地去开发大型电站和商业屋顶。他们判断目前在中国
小住宅还没有真正形成大气候，因此SunEdison定位于此。
SunEdison宣称近三年光伏项目安装计划目标是2014
年做到1GW以上、2015年1.5GW、2016年2GW、2014年
已经过去，目标貌似没有完成，2015年预计结果如何，我
们拭目。

入榜公司：SPI——你知道绿能宝吗？
SPI是彭小峰重新起航之作，熟悉行业的人都知道赛维
彭小峰，抛开过往，我们看到他此次唱的是一出“老朋友
新模式”大戏，所谓新模式，是一个让全民参与光伏投资
的新理念。
1) 架构：SPI划分了七个业务板块：
A、美桔科技——产品研发；
B、美太投资——互联网投资平台；
C、阳光动力——互联网商务平台；
D、美橙电力——配电运营系统集成；
E、绿能宝——绿色低碳互联网金融；
F、新维电力——大数据运维管理；
G、新维智能——O2O技术&智能家居。
2) 商业模式：在SPI推出绿能宝之前，未曾有过为太阳
能光伏发电量身定制的融资租赁模式。绿能宝首创的互联
网实物融资租赁模式，不同于之前借贷或债权转让的传统
互联网金融模式(如P2P网贷)，是实物融资租赁在互联网金
融上的创新。
大致格局为，绿能宝(电站间接投资平台)－美桔科技
(组件)－新维智能(安装)－光伏发电业主(电站)。以绿能宝作
为中间产品，链接其他业务板块，简言之就是将电站资产
证券化的一款产品，最低1000元可以买一个已建电站或是
在建电站的光伏组件，像理财产品一样按月获得收益，目
前已建电站可获得10%的收益率。
而收益源于太阳能发电电量产出，年化收益10%左右，
按月结算，收益不会根据发电量变化而变化。

随着SPI各业务的推进，我们在更多场合看到了另外一
面的彭小峰，面对媒体比以往随和且乐于分享攀谈，充满
勃勃激情，业内外对跌倒又站起的人物格外宽容，因此也
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目光。SPI商业模式发展走向如何，预
计在经过一个半年的时间，在2015年底，我们将获得一个
答案。

入榜公司：江山控股——港股太阳系
江山控股是另一家因光伏电站受益的上市公司，根
据该公司第一季度公布的2014年全年业绩财报显示，截
至2014年12月31日止(2014年度)其营业额达到约人民币
5.243亿元，较2013年736.4万元同比增长70倍，实现全年
业绩扭亏为盈，年度溢利1166.7万港元。
2014年度毛利增加逾30倍至人民币4915.3万元。营
业额和毛利增长主要来自电力销售和太阳能相关产品之销
售增加，其中来自电力及太阳能相关产品的销售达人民币
5.178亿元，占集团整体收入98.8%。
相比较而言，江山如今手上仅并网三个电站项目显得
有些单薄，试水之作可以理解，尝到了甜头后，江山集团
管理层制定了继续发展电站业务的策略，决定透过投资光
伏发电站以扩大收入来源。预计其拥有的七个正在开发总
装机容量达510MW的地面光伏发电站项目中大部分项目将
于2015年上半年有所体现。
1、入榜事件：2014年5月，江山与数名投资人签定认
购新股协议，藉以集资发展相关太阳能光伏项目，8月，完
成向六名投资人以每股0.36港元配售65.28亿港元，将用作
投资兴建有关光伏电站项目。
2、股权架构：保利龙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JT
Capaital Investments Limited(100%) – Pohua JT Private
Equity Fund L.P.保华嘉泰产业基金(L.P.)70.39%——5名顾
问——公众股东21.26%
3、项目计划：2014年400MW，2015年
800MW，2016年1200MW，2017年1600MW，2018年
2000MW。相比其他港股光伏投资公司如顺风光电、联合
光伏、协鑫新能源等，江山的实力及动作还有待观察。
除了上述新面孔的出现，本身存在在国内光伏电站市
场上的还有中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国电、航天机电等国字
号，以及顺风光电、联合光伏、英利、绿巨人、晶科等民
营公司，可以预期2015年的电站项目争夺将愈演愈烈。
按照各新近大鳄及固有电站投资商的电站项目计划，
虽然眼下不惧缺少电站项目，但未来国内电站容量肯定有
限，尤其是在优质项目考量方面。因此，对企业的投资策
略也有了思考，那些希望在行业获得一席之位，又不具备
强大融资及背景实力的企业，如何定位自身投资位置，选
择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要不要加入细分市场等，这些问题
将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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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隆基新战略从乐叶光伏开始
2015，从未平静过的光伏圈继续
有人勇往直前，有人申请破产，有人开
始新的布局。
乐叶光伏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
隆基股份新一年的战略布局。
三月的一天，隆基股份与特变电
工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
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优势互补展开战略协
作。特变电工及其子公司2015年将向
隆基股份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不少于100MW的组件产品。
强强联手让隆基股份的新一轮战
略浮出水面，投资5亿元人民币在西安

始做单晶组件了，就是让国内光伏电站

大价值。单晶作为一种拥有完美晶格的

成立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未来

投资者真正享受到单晶系统的价值。”

半导体材料，晶向一致、杂质含量低、

隆基股份光伏组件业务的整合平台，乐

据了解，国内市场上单晶组件目

发电性能更好。欧洲、北美、中国第一

叶光伏主要负责统筹相关品牌、技术、

前售价较多晶组件价格高得偏离合理范

个光伏电站均为单晶系统，其可靠性经

营销等资源，加快电池、组件业务的发

围，主要组件制造商把单晶组件作为高

过25年甚至30年以上时间检验。

展。

毛利产品，有限的产量出口到日本和欧

乐叶光伏表示，作为一家通过

洲，这导致了国内光伏电站市场单晶占

UL、TUV、IEC、ISO、CE、CQC金太

比偏高。

阳等诸多国际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并

乐叶光伏市场部相关人士表示：
“我们现在选择进入国内组件市场，就
是要告诉大家单晶组件不仅效率高、可

另一方面，国内光伏电站投资者

且是工信部首批光伏制造行业准入及欧

靠性高，而且并不贵。之前，我们一直

对组件性能认知尚且不足，市场需求核

盟“双反”价格承诺名单企业，乐叶光

专注于做单晶硅片产品，70%-80%的

心要素仍停留在组件价格层面，缺少度

伏光伏的市场策略是不过于追求单晶组

产品出口，单晶的质量和成本价值无法

电成本意识，尚未认识到高效单晶组件

件的高价格、高利润，而是提供高性价

传导到国内光伏电站终端，我们现在开

带来综合投资成本和运维成本降低等巨

比的光伏产品，目前已经做到在光伏电
站投资端单多晶系统一致，2016年乐
叶光伏有望将单多晶组件成本拉平，单
晶的优势将会凸显。
值得关注的是，单晶每瓦发电量
比多晶系统要高，在青海、宁夏、山
东、浙江、广东等单多晶对比项目中，
单晶每瓦发电量比多晶系统高3%-8%左
右，业内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单晶系统
工作温度更低、光谱响应度更好带来的
价值。以单晶每瓦多发电5%计算，在
西部建地面光伏电站全投资内部收益率
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资本金内部
收益率可以提高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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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浪中的中国光伏产业
文/王超

2014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达到35GW，中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10.64GW。这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对中国光伏行业最重要的两
个数字。一方面，组件产能比2013年同比增长27%，中国的组件制造已占全球的70%。另一方面，中国装机量虽然比2013年略
涨，但由于政策调整导致大量项目出现了延期，2014年的很多电站指标将在今年上半年消化完。

越来越集中的制造业

初收购了尖山光电以补充产能。即使如此，在订单高峰期仍需
委托代工厂加工。晶科将去年第一季度的盈利归结于海外销售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了2014年国内制造业的数据(见

的扩大，对于海外市场，晶科能源不仅在南非建造了120MW

表一)，可以发现中国光伏制造企业的产量比2013年有大幅提

产能的工厂，近期还将在东南亚建设另一座工厂，以满足海外

升，并且从产业集中度来看，各个环节的前十名的产能都超过

订单的需求。晶澳也在规划东南亚建厂的可行性，正在当地寻

总产能的50%。其中多晶硅集中度最高，仅保利协鑫一家的多

求合作伙伴，以应对欧美的双反，而能否建厂还取决于美国反

晶硅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达到了6.69万吨。随着保利

倾销的终裁。英利表示暂时不会扩大产能，对这家曾位列全球

协鑫、特变新能源、大全等几家企业的互相竞争，2015年多晶

出货量第一的公司来说，恢复盈利是2015年里最重要的目标。

硅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2014年，单晶硅片与多晶硅片的比例为17:83，隆基、中

红火的电站

环股份、卡姆丹克等撑起了单晶硅片的制造任务。隆基正试图
去让更多的客户认可单晶的优势，其研发总监邓良平表示，
“N

2014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为45.1GW，同比增长

型和P型电池的成本差距已经缩小到10%以内了，我们正向5%

11.9%；其中中国占到了10.6GW，同比增长12%。除了中国，

的目标努力。”IHS光伏首席分析师廉锐表示，
“随着分布式规模

装机增速快的地区还有日本和英国，分别是23.1%和76.5%。德

的增加，以及日本等市场对高效组件的青睐，2015年单晶产品

国新增装机由之前的3.3GW下降至2.1GW。进入2015年，中国

的比例会有所增加。”

仍将成为全球装机量最大的国家，17.8GW的国家能源局目标

电池片方面，前十名企业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52%，中

已经被分解至各个省份。

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透露，
“在电池片方面，产业集中

国家能源局将光伏改为备案制后将指标分解至各地，由

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从产能利用率上来看，全行业平均值略

于各地政策出台时间不一并且备案完成时间普遍较晚，导致

低于70%，而行业前十名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超过了85%。”组

2014年的14GW指标大量没有完成。廉锐表示，国家能源局

件方面，由于过去几年产能增加过多，导致行业整体产能利用

统计的2014年10.6GW并网量，一部分来自2013年未完成电

率比较低，但前十家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0%，特别是在2014

站，2014年的部分指标下放的较晚，导致第四季度出现抢装，

年第四季度，一线品牌一度出现了满产的状态，部分企业不得

还有一些项目拖延至今年才开工。2014年总共完成了2.04GW

不再找一些小厂进行代工。

分布式电站，这显然也比能源局预计的4GW要少很多。

从利润角度看，各个光伏上市公司发布的财报中，只有英

如果分解到企业来看，一方面国有电力公司大都参与到

利和海润出现亏损。英利虽然组件出货量达到3.3GW，全球排

光伏电站的开发、运营中，而大多数一、二线的组件企业也

名第二，但仍亏损2.09亿美元。英利将亏损的部分原因归结于

投身于电站开发，部分企业会持有电站，大多数企业在完成项

日本出货量的大幅增加以及日元贬值带来的汇兑损失。海润在

目建设后转手卖掉。从2014年的并网量看，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亏损8亿人民币，该公司将其亏损原因归结于国家政策

中电投、顺风光电、中节能、爱康、中利、三峡、协鑫新能

调整延迟了电站项目出售进度，极大的减少了当年的利润。不

源、正泰、华电、晶科成为中国十大开发商。2015年将有更

久前，海润将其内蒙100MW电站以3.65亿的价格出售给江苏

多新进入的企业将把规模做起来，如中民新能、江山控股、绿

旷达。2015年，海润仍计划以项目销售带动组件的商业模式来

巨人、SPI、国开新能源、绿地能源等。目前，计划在2015年

获取利润。

新增GW级规模的企业有晶科、协鑫新能源、中电投、顺风光

从产能扩张来看，最早恢复盈利的晶科能源在2014年1月

电，而新持有量超过500MW的企业包括中民新能、SPI、爱

2014年产量

同比增幅

全球占比

Top 10

Top 5

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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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4年中国光伏制造业数据统计(数据来源：中国光伏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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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2014新增装机量

累计装机量

全部

分布式

全部

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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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逐级上报，最终形成2015年新增备案项目清单。为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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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推进，陕西发改委要求各项目如果在3个月内未落实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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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取得并网批复或者今年十一月底前未能并网，将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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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项目业主在2年内不得再申请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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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即使以前流转的项目，如果在2015年方案内的，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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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十月底前完成并网。新疆建设兵团则在四月初就下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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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50MW的指标分配，并提出如果六月份前未开工建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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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正在逐级传递，以保障17.8GW的地面项目目标。甘肃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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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整受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2015年该省只有500MW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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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中250MW专门用于光伏扶贫试点县的项目。甘肃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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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分配了这么少的额度，最主要原因是2014年这里限电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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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武威的中国风电协和光伏电站的9MW装机在2014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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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824.868万kWh，而其当年被限的电量为124.36万kWh(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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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改造而造成的三个月全站关停等时间不计算在内)，年累计

ਿ᷍









⒌









利用小时数仅908.29小时。武威的有效日照小时数超过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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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MW，当月该电站发电量为591.6万千瓦时，而当月被限电

唇嗏⊕









量为1938万千瓦时。2014年，该电站累计发电15.687万千瓦

р⎭









时，而年累计被限电量为14.559亿千瓦时，这意味着这座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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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电站发出来的电有一半无法并入电网。

䠃ᒼ









持，如果县市区承诺的项目无法按时并网导致省发改委核减市

表二：2014年各地区光伏电站装机规模
(注：1.单位均为万千瓦，即10MW；2.部分地区的数字为0，并非该地区无
任何装机，由于单位为万千瓦，意味着该地区新增或累计装机不超过10MW)

里下一年度指标的，将取消该县市区下年度的申报资格。潍坊
市发改委给下一级发改部门下达的上报时间为4月10日中午12
点之前，逾期不受理。
陕西发改委则从各地选取了1515MW的项目库，再由各地

将会被调整指标，如果各师部在十月份钱未能实现规模50%的
并网量，其指标将在次年被下调。
从已发布的地方文件看，国家能源局向地方施加的监管压

相比之下，2013年该电站年度发电量为1078万kWh。
距离武威不远的金昌市电站则面临着更严峻的限电影
响。以金川公司200MW电站为例，去年12月最大限制出力为

随着部分地区集中式光伏电站规模越来越大，以前不限电
的地区也会逐渐出现限电危机。内蒙一家央企地方公司负责人
表示，
“前期选址非常关键，我们在当地的几座电站大都出现
限电情况，只有一座没有限电，这个项目的收益非常好，可以
弥补其它项目的收益空缺。”而正泰就没有那么幸运，该公司

康、晶科、国开新能源、江山控股、林洋电子、天合光能、中

2014年的限电损失超过2亿6千万，据了解，这部分损失主要

节能、三峡等。仅上述15家企业的计划量就接近10GW。

发生在其甘肃地区的几个电站，其内部人士透露，甘肃地区在

2015年，国家能源局给各地下达的目标是17.8GW，相比

自发自用的地面电站指标也不受国家能源局总指标的限

定分布式指标，但其中6个地区要求实施一部分光伏扶贫的项

制。据PV-Tech记者了解，假设一座地面光伏电站不把发出来

目；对屋顶分布世项目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分布式项目不限

的电并入电网，而是与周边的一个用电大户企业签署直接供电

制建设规模；各地2015年光伏发电实施方案(包括项目名称、

协议，这种项目就属于自发自用。但这种项目的收益或许将没

业主、规模、预计并网时间)要在四月底前上报国家能源局。

有把电直接卖给国家电网的收益稳定，具体操作的优劣将在今

在新的政策下，山东、陕西、新疆建设兵团等地都陆续下

28

2015年的限电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善。

于2014年，政策出现了几个重要变化：各省市自治区不再划

年的试点项目中显示出来。

发了地方政策。其中山东将指标分解到各地市，要求各地市筛

屋顶分布式电站、自发自用的地面电站，以及大同规划

选后在4月10日前上报。潍坊很快又推出了地方政策，要求每

的500MW单列指标等类似的项目，再加上国家能源局要求的

个县市区、市属开发区上报的项目规模不超过20MW，对项目

17.8GW的指标和2014年底前没有完成的延期项目，2015年中

进行排序后，同等条件下，如果出具项目并网承诺函的有限支

国光伏电站有望突破20GW的年度装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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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2015，多晶硅进入“剩者为王”时代
文/吕锦标，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近期，硅业协会公布2014年中国多晶硅产量突破13.2

其他不小的部分可以留在国内销售。

万吨，比同期增长57%，全年为中国光伏电池生产提供

当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漏洞，所以

27GW原料，创历史新高。中国多晶硅产量第一次突破十万

在2014年8月14日出台58号文，暂停多晶硅加工贸易申

吨，提前进入二十万吨时代。

请。这个文件出台后给了两周的缓冲期，各地利用这个机

统计数量为13.2万吨，从保利协鑫等几家企业的产能
发挥看，突破13万吨是可能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第四

会突击审批了大量的加工贸易，把2015年8月之前的进口
都做了安排。

季度多晶硅突击进口，造成国内企业销售不畅，除了保利

结果造成了在公告出台后的九月份，进口量随即大幅

协鑫自身硅片企业可以消化，其他企业的库存是不低的，

反弹到9942吨，创出历史新高，年末的第四季度更是月月

有的企业已经有两个月产量的库存，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创新高。因为58号文件规定“以企业为管理单元的联网监

仅保留一到两周产量的库存。

管企业可在2014年12月31日前执行完毕”。但是还有通过

协会公布共有18家企业在产，也有说16家的，但这

加工贸易手册审批的单笔业务仍然按文件规定“在合同有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四家企业产量超过10万吨，占比高

效期内执行完毕”，而2014年8月下旬突击审批的业务合同

达75%。两家万吨以上的企业基本是超产能发挥，另外五

期限是一年后的2015年8月下旬。

家5000吨左右的也基本满负荷运转，但其他企业负荷却

过去这几年，光伏产业链整合最残酷的是多晶硅环

不高，有的企业已经在第四季度降负荷，也有企业停产检

节，而且基本是弱者直接淘汰出局、强者步步扩大战果，

修，有一家企业复工迟，只开了一部分装置，应该就几百

不存在并购整合，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多晶硅的技术门槛。

吨产量。

由于技术落后，连国际上这些老牌企业都在调整关停。国

一方面是销售不畅库存高，另一方面是千吨级生产线

内一些企业的技术层级不高的项目，连往低电价地区搬迁

效率不高，即使有5000吨的产能，生产成本不低，在下半

都要慎之又慎，因为技术不行体现在能耗物耗高，即使电

年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很难盈利；个别少量自用的，在短期

便宜也构不成竞争力。

内或许可以坚持，但从长期来看，生产成本与价格倒挂难
以维持生产。

更主要的是硅烷流化床法这样的革命性新技术的出
现，必将全面替代现有的改良西门子法，所以去年有段时

与此同时，海关数据已经公布了2014年进口多晶硅

间内，西部北部一些业主拿到当地政府的煤炭资源后被逼

10.2万吨，比同期增长24.4%，也创出历史新高。85.2%的

上项目，但是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却是十分纠结的，改良西

进口多晶硅来自德国瓦克、美国HEMOLOCK、REC、韩国

门子法60多年来在半导体和太阳能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OCI、韩国硅业等三个国家的四家企业。由于欧美国家晶体

但却预计10年内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硅光伏制造业已经于2009年后纷纷倒闭，其巨大的多晶硅

2015年已经来到，多晶硅产业进入“剩者为王”时

产能主要依赖中国市场。加上前几年中国光伏企业和这些

代，未来的业态是强者恒强，王者带三五群狼。2015年以

当年的多晶硅巨头签订的长单还没有履行结束，中国政府

30万吨的产量(一部分供半导体)来主要供应50吉瓦左右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鼓励进出口而推出的加工贸易政策有利
于多晶硅进口，造成多晶硅进口量仍然居高不下，很大程
度上抑制了国内产能的发挥。
2014年多晶硅进口量中，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的比例
高达72%，主要是因为加工贸易方式不需要缴纳关税，通关
也便利，而且各地执行政策很松，可以从美国、德国、韩
国购进多晶硅，但加工后的光伏产品可以完全不回销这些
国家，更不需要回销给提供来料的企业，中国光伏产品主
要去了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政策松到只
要出国门就可以，不要进出对应；有些通过就近国家转一
圈就可以，因为这些企业进口多晶硅是为了用料，而不是
为了挣加工费。
还有一个途径是定了一个很高的硅耗指标(如原来2008
年就定了电池组件消耗硅量7.8克/瓦，而实际上现在都做到

图一：保利协鑫多晶硅原料

5克/瓦以下)，这样只要相应出关一部分产品就可以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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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光伏需求。而低成本高品质的硅烷流化床新技术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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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年底三个月出现的这一波突击进口就看得出来，该趋

硅的占比将超过15%。就中国市场来看，2014年中国多晶
硅年增幅接近60%，如果没有加工贸易进口冲击，还会释放
更多产量。
现在看来，58号文在2014年底确实起到了作用，这一
势预计将持续到八月才能彻底结束。从现在情况看，中国
多晶硅完全有能力保证国内供应，而且保持价格平稳。我
估计从几家大厂的表现看，2015年国内多晶硅集中度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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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提高，总体产量会再增加四万吨左右，而进口量
相应减少，特别是下半年。中国多晶硅在2015年处于二十
万吨时代，并且巩固发展万吨级硅烷流化床新技术。
现在我们看到多晶硅价格已经见底，一季度是传统淡
季，再加上去年四季度光伏企业突击进口部分屯料，一季
度各企业产量也会减少，有些厂会压低负荷消化库存，估

้क़ǖ31269ሆ35.36න!

计到二季度才会看到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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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锦标，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长期关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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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商业新闻
欧洲地区

佐治亚州拟允许太阳能家庭和企业
第三方租赁

Innotech Solar申请破产

日本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增长的
最新举动，承接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以
及对于锂离子储能及氢燃料电池部署

美国佐治亚州日前批准一项法

的支持，将补贴零能耗住宅，房屋可

光伏组件供应商Innotech Solar日

案，支持者希望其将大幅提高太阳能

以实现碳中和甚至更好。其他太阳能

前申请破产，归咎于欧洲市场因其问

的经济竞争力，从第三方开放太阳能

公司，包括Solar Frontier，日前也参

题造成的不确定性。

光伏系统设备的租赁。

与这一领域。Solar Frontier与一家生

该挪威公司于三月末在挪威纳尔

住宅屋顶太阳能系统的第三方所

维克申请破产，而旗下德国子公司ITS

有权是很常见的安装商采用的商业模

Innotech Solar Module、ITS Halle Cell

式，SolarCity及其他主要供应商通过

与Energiebau Solar Power均在第二天

这样的计划服务其大部分客户群。然

在科隆申请破产。

而，少数几个州，包括佐治亚州和北

产住宅建筑公司Sekisui Heim合作。

汉能薄膜发电2014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64% 逾期应收账款获清偿

该集团的破产将影响到旗下一百

卡罗来纳州，仍禁止此安排。此前，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在三

二十名员工，然而工资和薪金由德国

租赁公司将只能够通过直接向客户提

月末公布2014年年度业绩。2014年汉

Insolvenzgeld破产基金担保直至五月

供前期成本的贷款来进入这些州的市

能薄膜发电实现营业收入96亿港元，

底。

场，正如SolarCity于今年初开始在一

比上年增长193%；净利润为33亿港

些市场的行动。

元，比上年增长64%。

天合光能出售49.99MW英国光伏
电站

众议院57号法案，将解除这些限

根据公告，盈利的大幅增长，主

制，上周五得到该州参议院的批准。

要由于非关联交易产生的下游业务收

根据当地报道，其目前等待佐治亚州

入，在去年度取得重大突破，占总收

天合光能在四月初宣布与

州长内森·迪尔(Nathan Deal)的最后

入38%；当中主要为期内出售旗下5个

Bluefield Solar Income Fund Limited

签署，普遍预期该州长将批准该文

光伏电站项目所得的收益所致。

(BSIF)公司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

件。

另外，汉能薄膜发电2014年逾期

议，包括股权购买协议和过桥贷款

应收账款也已清偿。报告显示，2014

协议，出售在英国 Norfolk 建造的

年12月31日，集团逾期应收账款中约

49.99MW太阳能电站，最高售价约

亚洲地区

5910万英镑(约合8770万美元)，其中
包括按照股权购买协议中规定在满足

后至2015年3月30日期间，上市公司

日本贸易巨头丸红进军住宅太阳能

一定条件后才可获得的300万英镑(约
合440万美元)。
据悉，过桥贷款协议确保电站项
目在出售完成前获得融资。电站销售
收入将在满足股权购买协议中所规定
的条件以及股权转让结束后确认。

24.96亿港元，在2014年12月31日
已从汉能集团再收回28.66亿港元的
现金，将所有逾期应收账款和罚息清

已经涉足光伏产业上下游行业的日

除。

本最大贸易公司之一丸红(Marubeni)，
日前进军国内住宅太阳能市场。

非洲地区

韩华Q Cells(Hanwha Q Cells)还将
为新产品提供组件。丸红表示，其将

无锡尚德在开普敦设立仓库

该49.99MW太阳能电站于2014

对新产品提供广泛质保。在工程方面

年第三季度开始建设，共采用天合光

拥有背景的销售和营销经理Alessandro

2015年3月23日，无锡尚德太阳

能光伏组件196627件，2015年第一

Fujisaka在接受PV-Tech采访时表示，

能电力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在南非开普

季度并网发电。根据英国可再生能源

质保是丸红新产品的一个关键部分，

敦设立当地仓库。该新建仓库最初将

义务证书(ROC)，光伏电站每发1000

尤其是在具有品牌和质量意识的日本

储存500千瓦组件，并将在2015年年

度电可获得1.4个ROC(1个ROC约等于

市场。

末将其储存能力扩大至1MW。2014年

40.7英镑)。电站预计每年可为14000
多户英国家庭提供清洁能源。

美洲地区

该公司，与日本大型贸易集团中
其他大公司一样，深入参与紧随2012

尚德在南非设立了办事处，这也是尚
德在南非区域进行扩张的重要部分。

年上网电价补贴(FiT)全面启动的日本

日前尚德为南非能源部可再生能

大型“megasolar”行业。Alessandro

源电力独立生产采购计划 (REIPPPP)

Fujisaka简要说明丸红现在将住宅领域

第一轮招标的两个项目供应了100MW

的潜力视作一个稳定但不断发展的开

高效率光伏组件。

发太阳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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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助力黄河水电打造智能光伏电站
电站智能化成趋势
近日，中电投黄河水电公司向众

提高传输的可靠性。

整个电站的安全防护非常重要。因为

人展示了近年来智能光伏电站建设成

智能逆变器在这里不仅是逆变器功

光伏电站大都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果，其中，以其与华为联合开发的将

能，同时充当光伏电站的大脑角色，是

电站数量多，面积大。如何进行有效

数字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光伏发

整个智能光伏电站的核心和基础。

防护？

电技术三者相融合的智能光伏电站尤
为受关注。

现场演示发现，在这个智能系统

运维操作后台首次公演

中，安防的高清摄像头信号通过无线
进行回传，可以随时增加布控点，或

光伏电站智能化

者调整位置，不需要重新布设光纤。
巡检人员可通过视频对电站周边及电

目前，黄河水电已建设了25座光

家首次公开演示了远程诊断、电站安

站内设备进行监控，将实时性、固定

伏电站，总装机容量162.01万千瓦，

防、无人机巡检等项目。经现场演示

视频监控和多媒体调度平台相结合，

占中电投集团光伏装机的43.55%，占

人员展示，通过无线宽带集群和多媒

固定视频监控的图像可以实时转发到

全国光伏装机的6.929%，光伏电站开

体运维系统，专家和现场运维人员可

手持终端上随时随地查看任何一个摄

发规模位居前列。

以协同工作，用实时的视频和语音通

像头所在的区域，不仅达到了快速、

随着近年光伏电站的大规模开发，

讯，让远程专家提供“一站式”专

无死角监控，更实现了光伏电站“无

黄河水电公司的电站容量亦越来越大，

业、安全、准确的技术支持。实现

人值班、少人值守”的创新运行管理

电站运维与管理工作提上日程。为了更

专家资源合理利用，优化电站人员配

模式，
“智 能 化 ” 的 升 级 实 现 了 更 安

有效管理运维电站，黄河水电与华为着

置。同时数据实时采集、云存储、大

全、简单、快捷和移动化运维。

手研究智能电站新模式，对电站进行智

数据挖掘及在线专家分析系统，使电

能升级，以争取提升发电量和光伏电站

站可自动体检，给出最优清洗、部件

的运营管理效率。

更换和维护等建议。

“互联网光伏＋”新模式

目前，黄河水电智能光伏电站建

据PV-Tech观察，这种自动营维

从整体结构察看，智能光伏电

设规模约200MW，从2013年下半年

集中统一管理方式有效的做到了从盲

站结构简单，无直流汇流箱、直流配

陆续并网。其中，格尔木、拉西瓦两

排到精确定位。电站规模越来越大，

电柜等设备，单台设备故障不影响其

座智能光伏电站采用了领先的光伏专

对于百兆瓦级的光伏电站而言，电站

它设备运行，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可靠

用4G无线系统，使宽带无线信号覆盖

有40万块组件，长期运行中，可能会

性，减少故障率，装机容量实际利用

整个电站，为智能光伏电站实现“集

有热斑、隐裂等现象，靠人工很难排

率高，提高了发电效率。

中运行，远程诊断，实时维护”提供

查，因此摆脱这种盲排状况成为对电

信息高速公路的支撑，改变了传统光

站投资商及业主越来越重要的需求。

伏电站传统运维模式，是对应用超大
规模光伏电站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

新能源发电要与传统发电竞争，
就必须具备更多竞争力。显然，电站

智能光伏电站引入无人机进行排

智能化、网络化将成为行业发展趋

查，借助搭载GPS、红外成像和无线传

势，是“互联网+光伏”成为“互联网+”
战略在光伏领域的具体实践。

据介绍，智能逆变器采用先进的

输设备的无人机，根据设置好的路径

芯片和软件系统，作为光伏电站中的

准确飞行，对组件进行热成像扫描，

黄河与华为强强联合，为业界

高精度传感器，分别对每个组串进行

从而精确定位有热斑、隐裂等故障的

“互联网+光伏”大规模应用提供了

电压和电流的采集，它的检测精度达

组件，结合图像分析和专家诊断，全

借鉴案例。据介绍，近两年华为智能

到千分之五，是传统方案的6倍。多路

面、精准、及时判别设备故障，实现

光伏电站解决方案已经在国内广泛应

MPPT技术，最大程度的降低遮挡、灰

快速更换。降低了巡检强度，电站设

用，给国内众多光伏主流企业提前体

尘、组串失配的影响。每个组串的详

备的可靠性大幅提高，保障电站时刻

验到了互联网与光伏融合带来的诸多

细信息，通过PLC及4G LTE无线宽带

工作在最佳状态。

收益与便捷。

传输系统，转送到站控及集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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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电站运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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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漫谈光伏电站——技术可贴现性的挑战
本文原载于第二期《PV-Tech Power》杂志中

质量保障：相较以往，目前的全球光伏市场具有众多吸引人的投资新机遇，但是这种快速扩张背后的推动力同时也提高
了太阳能融资无法满足长期资金和运营目标的风险。Fraunhofer ISE研究所的Boris Farnung、Björn Müller和Klaus Kiefer，
以及VDE(美国)的Peter Bostock和John Sedgwick共同探讨了主流质保措施，以及当下公共事业规模光伏电站获得银行可贴现
性所遇到的挑战。

光伏市场正处于迅速的全球化扩张当中。不断进行的

涵盖安装在长达数英里金属轨道上、通过若干捆电缆连接

研发与规模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促使成本下降、效率提高。

至数百台逆变器、遍布数千英亩的数百万块组件。这就十

光伏电站的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水平减少了太阳能在实现具

分明确地显示出大规模光伏电站同样会由于设计和生产因

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率时对政府补贴的依赖。为了能够实

素而产生差异性。无论是在零部件层面或是在系统层面，

现银行可贴现性和产品差异化，在系统层级具有顶级认证

进行100%的测试是不现实的，因此最先进的系统工程调试

和质量保障是极为关键的。

需要标准化、为效率和完美建造而精心设计过的电站单元。

更重要的是，超越现有标准、使用质量有保障的新
式客制化产品已经成为在系统层面解决质量问题的必要因
素。这一方式可以降低技术风险、提高光伏系统作为保险
投资的信任与信心。实地环境中的实验强调了系统设计、
合理规划、工程调试、部件选择和建造工作对一个光伏系

“为了能够实现银行可贴现性和产品
差异化，在系统层级具有顶级认证和
质量保障是极为关键的。”

统的成功所具有的重要性。此外，对光伏电站进行的全面
质保需要涵盖所有环节，从规划直至系统运维[1]。

在将光伏电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时，其中关键的
一点即为性能比——一个全球认可的光伏系统整体利用水

光伏电站质保

平的测量方式[2]。IEC 61724国际标准对性能比(PR)进行
了定义，并且可通过全球平面阵列(GPOA)辐射和直流能源

总的来说，电站的零部件、建造过程和运行等方面均

发电而直接算得。因此，这一指标能够反应出系统操作效

可出现技术风险。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组件成为实现银行

率，并能够将温度、阳光辐射不完整使用(污染、光谱耗

可贴现性的关键环节。但是，由于目前组件的投资份额不

损、反射耗损等)、零部件效率或故障等造成的光伏系统额

断减少，逆变器和其他系统平衡(BOS)零部件，以及系统整

定功率耗损量考虑在内。

体则获得了愈来愈多的重视。逆变器作为发电系统与电网
之间的接口，成为了系统可靠性和技术可贴现性的关键组

另外一个关键点是平准化能源成本——能源生产总成
本(从建造阶段到运维阶段)与所生产的能源总量的比值：

成部分。时至今日，大规模光伏电站的质量也会由于其设
计和建造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

(1)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组件等零部件的生产具有极大的
成本压力，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地点不同、原料成本经常发
生变动，但却被看作是同一种组件类型。这些趋势在质保

在对这一公式进行详细分析时，其中多个质量参数(在
方程2中圈出)应予以区分：

方面为制造商和客户都带来了额外的挑战。此外，近期出
现的失败机制——例如潜在诱导降解、微裂痕、蜗牛纹和
(2)

褪色等——均会导致投资者对光伏电站稳定性信心的下降。
性能比(PR)与平准化能源成本(LCOE)是评估大规模光伏
电站质量的关键因素。近期的开发模式能够对零部件和设
计质量分别进行独立评估，以保证在系统的整个使用寿命

其中(质量参数用黑体标出)：

期间都能保持在最佳状态。

I0 = 电站初始投资

性能评估

n = 服务年限

C0 = 年度运维成本
i = 年度通货膨胀率
现在的公共事业规模光伏安装系统都是多兆瓦级别
的，从10MWp到500MWp不等。因此，其质量保障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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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年度折损率
RP = 电站初始性能比

月日
台北南港展览馆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YYYRXVCKYCPEQO

计时

数
早鸟优惠倒

抢占光伏市场上亿美元商机

쫍⤱ɹ䜀䇂濔柹ؑ愚䉄Ŏ뺕쪜ɹ柴ৢ㒤ǝ૿쥵
优质的采购平台与重要据点，每年均吸引近70国、超过8千位参观者

●

超过100场参展厂商独享的采购洽谈会，展现高效率商机媒合

●

60%买主来自太阳光伏市场需求攀升的国家、20%参观者具采购决策权，连结重点市场与买主

●

丰富的高阶联谊活动，促进交流与拓展人脉

●

286CKYCP展览专区

展出內容

●

光伏发电系统专区 285[UVGO2CXKNKQP

●

光伏电池材料

●

电池与储能专区 $CVVGT['PGTI[5VQTCIG2CXKNKQP

●

光伏电池硅棒

●

制程设备与材料专区 'SWKROGPV/CVGTKCNU2CXKNKQP

●

●

检测与认证专区 6GUVKPI%GTVKHKECVKQP2CXKNKQP

●

●

高聚光型光伏专区 *%282CXKNKQP

●

建材一体型光伏电池组件

●

海峡两岸专区 %TQUU5VTCKV2CXKNKQP

●

高聚光型光伏电池

●

染料敏化光伏电池

●

光伏发电系统

●

电力转换系统

●

相关零组件及原物料

硅芯片

●

二次电池等储能产品

各类光伏电池及组件

●

制造设备

●

检测设备及认证

*%28

●

系统装设服务

&55%

●

应用产品

●

太阳热能产品

/ 硅片

$+28

 参展厂商

5月22日前报名参展可享
超值优惠价格，敬请把握！
摊位类型

TAITRA

指导单位

邬筱羚 小姐 Ms. Jasmine Wu
Tel: +886.2.272.55200 ext.2853
Email: jazwu@taitra.org.tw

主办单位

原价

早鸟优惠价

空摊位

US$ 3,100

US$ 2,300

标准摊位

US$ 3,600

US$ 2,800

(3m×3m)

SEMI

李光宇 先生 Mr. Daniel Lee
Tel: +886.3.560.1777 ext.102
Email: dlee@semi.org

协办单位

商业

规划与设计
 太阳能能源与产能评估
 生产商质量标准制定
 组件功率和能源等级

调试
 最终验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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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电站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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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持续长期性能报告
 故障分析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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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项目不同阶段内的质量保障

ηSTC = 标准测试条件(STC)下的初始组件效率

这些时间数列的质量在过去十年内得到了大幅改善：这对

EY = 组件电池板上的能源辐射(如POA等)

于总体平均偏差和与地面测量值相比较的日照辐射分布均

d = 年度降解率

产生了影响。通过多个地点计算出的平均偏差在零值左右

为确保平准化能源成本，从而进一步确保投资回报率

浮动，而单个地点的偏差值可在3%左右。若希望了解对此

(ROI)，需要对质量参数进行进可能准确的预测(如EY等)，或

参数的详细分析，推荐读者阅读Ineichen的研究报告[4]。

确保其稳定性(如η STC或RP等)。对光伏电站的质量来说，

虽然可能还未受到足够关注，但近期的一个关于产能

也可从LCOE中获得适当的质量测量方式。图一显示出了不

预期质量的研究话题即是关于可对预期能源产量产生影响

同项目阶段中的质量保障测试。

的日照辐射的长期趋势是否存在的研究。全球大多数地方

下文将重点介绍主流质量保障方式，并且会涉及公共
事业规模光伏电站评估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挑战。

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观察到这种被称为全球明暗变化[5-7]的
多代际变化趋势。总的来说，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
八十年代间的暗阶段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亮时代。

基础——准确的产量评估

Muller等人[8]对这些趋势对德国太阳能能源评估所造

初期所遇到的实际操作困
难是光伏电站如何实现其预估产
能。实际操作经验表明，如果不
进行验收测试的话，是无法对这

±5%

一因素进行保证的[3]。初期，设

 

计商的差异看似并不会对预期能
源产量造成任何影响，但实际上

 

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例如，
装机功率的减少有可能是由于行

\LHOG

距缩减所带来的遮蔽耗损增加而

FDOFXODWLRQ

造成的)。未查看系统安装是否符
合预期，即使对产能做出预测也
是毫无用处的。
图二显示出了输入数据的主
要类型及其不确定性。很明显，

 

气候数据对产能预期的不确定性

 

具有最大影响。最先进的产能预
期通常使用日照辐射时间数列的
卫星数据作为系统建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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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30度倾角的阳面

在于光伏组件在非STC条件下的性能表现。已有计算表明，

电池板中，日照辐射会出现4-5%左右的不确定性。在近

光伏组件在低光照下性能的数据表信息不足以用来进行可

期的太阳能能源评估中，如果仅使用近十年的日照辐射数

靠的产能评估[10]：因此，用来进行产能预测的参数应该

据，则这一不确定性则会增加高达五个百分点。目前，全

单独按照IEC 61853-1功率等级标准进行计算，或通过测量

球其他地方的相关数据仍旧处于匮缺状态。

1000W/m2日照辐射下的温度系数和25℃时的低光照性能

光伏系统建模本身所引入的不确定性总体偏低(频率为
一年期及以上)[2, 9]。

表现来进行。通常情况下，实验会对多个组件进行特征测
试。在对1号生产商的产品实验中，额定值完全符合实验室

其他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导致不确定性的建模步骤包

中所测得的平均值(五个组件的平均值)。在对2号生产商的

括遮蔽损耗和污染损耗。此外，组件所接收到的有效日照

产品实验中，额定值和测得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

辐射的计算(入射角效应、光谱等)到目前为止也未能被完全

种偏差可导致产能预估出现严重高估。[3, 10]。

理解。但是，至少对于硅基组件来说，能够通过使用相对

图四显示的是针对温度系数所进行的同样的评估。其

简单的模型来对整体影响进行预测，且偏差也在可测不确

中较为特别的是，为开路电压(Voc)所设置的温度系数上出

定范围之内[9]。

现了与预期范围差别较大的偏差(高达90%分位数)。图三和

对于光伏组件来说，输入数据方面所遇到的较大挑战

图四中所显示的90%分位数综合了Fraunhofer ISE研究所在

图三：对两家不同制造商产品进行的日照辐射测量值(五个组件平均值)与额定值和典型值之间的对比(典型值是通过Fraunhofer ISE研究
所在去年所测试的所有组件中90%的数据所计算得来)

图四：对两家不同制造商产品进行的温度测量值与额定值和典型值之间的对比(典型值是通过Fraunhofer ISE研究所在去年所测试的所
有组件中90%的数据所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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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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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r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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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p:all

p:ms

ise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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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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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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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针对小量样品进行的清单(1.5万个组件)检测：(a)按产品批号排序；(b)按Pmpp排序。(p:all表示清单中所有组件的功率值；p:ms表
示所选择测量的组件；ise 1表示“不寻常的”组件功率值；ise 2表示在通过20kWh/m2的阳光照射进行光诱降解(LID)后组件的功率值)

过去两年间所进行的超过100个测试结果。这些评估结果能

程度上来说，选择不同生产批号和功率范围的组件是十分

够在使用数据表和生产商所提供的数据作为产能预期的输入

重要的。

数据之前对其进行初步核实。除了实验室测量来对输入数据

银行或投资商通常会规定对一定数量的组件进行测试。

进行验证，还可通过本文接下来所要介绍的在系统测试阶段

为了简化流程，组件都是随机进行选择的；在大多数情况

进行现场测试和性能评估来提高产能预期的准确性。

下，这就意味着，如果需要对50个组件进行测试，就要寄
送两箱未经筛选的组件进行实验室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大

实验室测试

多数组件都具有相同的生产批号，因此，代表的是同一时间
段内的生产状况。图六中的例证明确地展现出对应的小范

实验室测试在项目的不同阶段都十分重要，从上文就

围幅度。在实际操作中，对同一批次中的25个组件进行测

能看出，这种重要性规划设计阶段就已开始显现。但同时，

试，在防止所购买的整批组件在系统层面出现性能不佳所实

规划和设计阶段还是树立产品信心的关键阶段。一个质量标

际起到的作用不大。

杆流程，配合上预先制定好的质量标准，可对如下方面有
所助益：

为了规避组件出现系统层面的性能不佳，取样流程
需要极为谨慎，并且对结果评估的准确性要求极高。在

•

防止出现系统表现不佳的状况；

Fraunhofer ISE实验室中，对晶硅组件所进行的测试均遵循

•

为产能评估提供独立参数；

业内领先的1.6%不确定性[11]，对于薄膜组件，则会使用较

•

检测到组件灵敏度，以找到失效机制(如闪电纹、

高一点的不确定性标准。

黄变、潜在诱导降解等)；
•

将产品与最先进技术结果相对比

对于评估来说，将可能对实地使用中的性能产生影响
的初始效用考虑在内也是极为重要的。晶硅组件在实际运行

最终的测试流程，特别是稳定性的测试流程，应该根据

的前几个小时中会损失3%的功率[12]，这一衰减通常会在

顾客的质量标准、实地操作的经验和环境因素(安装场地、

10-20 kWh/m2的日照曝光度范围内完成，组件性能随后则

系统布局等)来安排。实验室测试的目的并非对标准中所规

保持稳定。为满足DIN EN50380:2003-09[13]标准要求，

定的细节进行重复测试，却不进行具备任何对预期使用寿命

组件需在经过20kWh/m2及以上的日照曝光度后，达到铭

内数据进行探索的可能；实验室测试的目的须是防止在实地

牌和数据表中所规定的STC标准下的额定功率。

现场发生已知故障(如闪电纹、黄变、PID等)，以及通过确

对于薄膜光伏组件来说，确定实地操作过程中的功率需

认相关降解机制对该组件类型并没有太大影响这一事实来增

要极为专业的技术知识[12, 14]。根据所使用的技术不同，

加对产品的信心。

初始衰减或暗储能的影响会改变功率。因此，预处理过程就

在安装阶段，推荐对组件进行独立性能检测，以防止
所购买的组件出现系统性能表现不佳的状况。在这一期间里

必须在I-V曲线测量之前进行，以将组件调试至能够体现实
地操作情形的状态(CIGS和CdTe)。

需要根据所选等的对照组为基础，对生产商在模拟器清单
(电能特性清单)中所表明的值进行检测。图五表明，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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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测试

污染遮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估算。
在验证和校准后，现有的监控数据可用于确定实际的

大多数验收测试、初始性能与安全评估或是电站认证都

性能比。为与预期性能比进行比较，所测得的气象数据(辐

是在项目的调试阶段进行的。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性能比在

照强度、温度)将通过使用既定程序和系统模型，以及从原

对光伏电站的整个评估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

始产能预期中获得的参数来模拟性能比(参见图七、图八)。

一指标显示出了一套光伏系统的运行性能。

在过去的几年中，光伏产业对这一程序进行开发，并使

除了进行虚拟检测和安全与零部件测试外，系统的实际

之能够适用于当前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在所有特定电站参数

性能比也将被进行鉴定测试。通过对比实际性能比(测得值)

中(如逆变器效率、电缆损耗等)，模型中还包括了那些在选

与预期性能比(模拟值)，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系统是否如预期

定电站中进行功率等级测量所得出的参数。

般运行的重要信息。在进行性能比计算时较为重要的输入数

在近几年中，这一性能验证流程已成功地应用于全球各

据包括实际日照辐射值和系统输出值，这就以为这两个数值

地的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上。结果显示，电站的性能可以

需要在系统运行时进行实际测量。但是，笔者发现，在很多

在几个星期内就得到精确的评估，同时，随着电站的监测系

情况下，测试所使用的测量设备可靠度与准确度都无法得

统得到证实，使得对现有和未来产量数据进行第三方评估成

到保证。

为可能。

因此，在这种方法中，获得的监控数据通过与已安装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性能评估应该涵盖光伏系统及

一定时间的、经过校准的高品质测量设备进行比较来得到验

其性能所涉及的所有零部件。特别是逆变器，作为发电方和

证；在必要的情况下，已校准设备的测量结果可被用于调校

电网之间的链接，对于电站可靠性和技术可贴现性来说是极

所获得的监控数据。如果可以对由于污染遮蔽而造成的实际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效率、市场可获得性和长期维修/更

功率损耗进行测量，则可获得更为精准的数据。该测试是在

换费用的基础上，逆变器可以决定一个投资的成功与否。即

选定的组件串上(同时存在有污染和没有污染两种状况)进行

使逆变器本身已通过所有现行标准所规定的测试，在某一特

的，同时，测试也对清洗流程进行了评估，以对特定场地中

定地点的特定唤醒中，仍旧可能会导致明显的产能损失。例

258

258

Pmpp [W]

Pmp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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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随机选取的组件——从三个集装箱(分别装载520个组件)中选取两盒：(a)按生产批号排列；(b)按Pmpp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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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几百个并联运行的逆变器、与其他逆变器或是高噪点电
网之间的联接均可能导致在现场出现问题。因此，对于系
统的技术可贴现性来说，并非仅仅关注单个零部件是极为
重要的。

光伏电站运营经验

RQVLWHPHDVXUHGLUUDGLDQFHDQG
WHPSHUDWXUHGDWD

对商用和公用事业规模的光伏安装系统进行适当的监测
和控制是属于电站运行的强制性要求。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
障必通过可靠的方法进行检测，以避免出现重大产能损失。
但是，精准的监测同时还能显示出设备性能是否稳定，这一
点将可保证项目投资的回报率；此外，相关监测还能提供用
于记录系统布局、工艺和所使用零部件的基本数据。因此，
在评估项目的银行可贴现性时，独立第三方性能报告是必

39SODQW
PRGHO

要条件。

“质量是实现技术银行可贴现性的关
键因素”

PRGHOOHG35

PHDVXUHG35

35

Fraunhofer ISE实验室所监测的300多个光伏电站的标
杆数据显示，2014年年度RP在60-90％之间(见图九)。对于
大多数具有基本的初始质量保障和连贯的运维合约的新光伏
电站来说，所得到的性能比均大于80％。在欧洲中部，现

图七：性能验证流程。现场测得并验证的日照辐射度和温度数
据将被用于：1)通过使用电站模型计算预期(模型化)产能；2)根
据能源表的数据计算实际(测得的)电站性能比。

有高质量光伏电站的初始性能比预计可在85％以上。

图六：随机选取的组件——从三个集装箱(分别装载520个组件)中选取两盒：(a)按生产批号排列；(b)按Pmpp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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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Fraunhofer ISE实验室所监测的300多个光伏电站的性能比。红柱代表了具有基本初始质量保障和持续运维合约的电站。

已运行了15至20年的电站的性能比大多在75％到80％

最后，技术可贴现性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是衡量项目

之间。图十展示了德国北部某4.88kWp电站自1993年投入

吸引力的一个指标。以往，在对项目可贴现性进行评估时，

运行以来的性能比演变。该系统在过去20年间具有77％的

往往会选择对特定的零部件进行分析，而当下，电站的整体

平均性能比，年度同比波动极小，仅为±2.7％。还有其他

质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若干案例显示，如果能够采用适当的质量保障措施，当今的

作者简介

太阳能已然能够成为可靠的能源来源。

结论

Boris Farnung先生是Fraunhofer ISE实验室光伏电站部
门的经理，并且电站组件和系统层面的质量保障具有国际化

质量是实现技术银行可贴现性的关键因素；这也就意

的工作经验。

味着需要引入最先进的系统设计和标准。适当的质量保障措

比约恩•穆勒(Bjorn Müller)先生是Fraunhofer ISE实验

施，如工厂认证等，可降低组件或系统故障所带来的技术风

室的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太阳能资源评估、产量预测和光

险，并同时实现准确度更高的性能验证。因此，质量为系统

伏系统模拟等。穆勒先生拥有MBA学位和能源管理硕士学

的财务回报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前景。对于零部件供应商

位，并在光伏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逾十年的从业经验。

和系统集成商来说，当不同股东在评估项目投资过程中采用

克劳斯•基弗(Klaus Kiefer)先生是Fraunhofer ISE实验室

不同的标准时，质量可以帮助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实现

光伏组件及电站质量保障部门的负责人，其研究重点是太阳

差异化。

能资源和产量评估、组件特性和性能评估等。基弗先生在太
阳能系统领域内具有逾25年的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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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德国北部某4.88kWp电站投入运行20年来的性能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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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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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并且在太阳能行业上游和下游领域内具有丰富的从业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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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SPI商业模式，从绿能宝说开去
文/何琳，江苏绿能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9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财政

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

部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鼓励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政策。截

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租赁物件所

止到2014年底，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累积装机容量突破

有权即转归承租人所有。尽管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

26.5GW，全年新增装机10.52GW，全年投资超过700亿

也有设备购买人的身份，但购买设备的实质性内容，如供

元；电站建设规模1780万千瓦。各地区2015年计划新开工

货人的选择、对设备的特定要求、购买合同条件的谈判

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总规模不得超

等，都由承租人享有和行使，承租人是租赁物件实质上的

过下达的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规模内的项目具备享受

购买人。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新于一

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资格。

体的新型金融产业。由于其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出

对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分

现问题时租赁公司可以回收、处理租赁物，因而在办理融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限制建设规模，各地区能源主管部门

资时对企业资信和担保的要求不高，所以非常适合中小企

随时受理项目备案，电网企业及时办理并网手续，项目建

业融资。

成后即纳入补贴范围。光伏扶贫试点省区(河北、山西、安

融资租赁和传统租赁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传统租

徽、宁夏、青海和甘肃)安排专门规模用于光伏扶贫试点县

赁以承租人租赁使用物件的时间计算租金，而融资租赁以

的配套光伏电站建设。

承租人占用融资成本的时间计算租金。是市场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较强的融资方式，是五十年

绿能宝是什么?

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新型交易方式，由于它适应了现代经
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在六、七十年代迅速在全世界发展起

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得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更加具备

来，当今已成为企业更新设备的主要融资手段之一，被誉

健康快速发展的条件，投资收益更加稳定；但是由于银行

为“朝阳产业”。我国80年代初引进这种业务方式后，十多

信贷政策仍然偏紧，如何获得融资依然是摆在太阳能光伏

年来也得到迅速发展，但比起发达国家来，租赁的优势还

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中的设备投资

远未发挥出来，市场潜力很大。

占总投资的80%以上，而太阳能光伏组件的投资又占到设备

融资租赁的主要特征是：由于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只是

投资的50%以上；类似于这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大的项

出租人为了控制承租人偿还租金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形式

目，天然与融资租赁的商业模式相匹配。

所有权，在合同结束时最终有可能转移给承租人，因此租

绿能宝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诞生了。绿能宝致力于通

赁物件的购买由承租人负责，维修保养也由承租人负责，

过融资租赁的商业模式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提供建设期

出租人只提供金融服务。租金计算原则是：出租人以租赁

和运营期的融资融物全套解决方案；除了传统的直接融资

物件的购买价格为基础，按承租人占用出租人资金的时间

租赁和售后回租模式之外，为了能够拓展融资渠道，绿能

为计算依据，根据双方商定的利率计算租金。它实质是依

宝联合阳光动力电子商务平台创造性的设计了线上委托融

附于传统租赁上的金融交易，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

资租赁的商业模式，让每个人都能通过绿能宝这个桥梁，
参与到光伏发电投资中去。

融资租赁大致分四类：简单融资租赁、杠杆融资租
赁、项目融资租赁和委托融资租赁。绿能宝就是运用了其

绿能宝把自己定位为专注于太阳能光伏发电全套解决

中的简单融资租赁和委托融资租赁的方式。其中，简单融

方案的，倡导人人参与并因此受益的，以实物融资租赁为

资租赁是指，由承租人选择需要购买的租赁物件，出租人

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创新金融服务品牌；通过绿能宝，让人

通过对租赁项目风险评估后出租租赁物件给承租人使用。

人都能成为太阳能的生产者与收获者。

在整个租赁期间承租人没有所有权但享有使用权，并负责
维修和保养租赁物件。出租人对租赁物件的好坏不负任何

融资租赁杠杆撬动新模式

责任，设备折旧在承租人一方。
委托融资租赁，一种方式是拥有资金或设备的人委

融资租赁(Finance Leasing)又称设备租赁(Equipment

托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融资租赁，第一出租人同时是委

Leasing)，是指实质上转移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或绝大

托人，第二出租人同时是受托人。出租人接受委托人的资

部分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可以转移，也

金或租赁标的物，根据委托人的书面委托，向委托人指定

可以不转移。

的承租人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在租赁期内租赁标的物的所

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

有权归委托人，出租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风险。这种

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

委托租赁的一大特点就是让没有租赁经营权的企业，可以

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

“借权”经营。电子商务租赁即依靠委托租赁作为商务租

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

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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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是出租人委托承租人或第三人购买租赁
物，出租人根据合同支付货款，又称委托购买融资租赁。

购买实物进行出租，从而控制了资金的用途和流向，并且
获得了租赁物的所有权；通俗一点说，投资人可以明明白
白的知道自己的钱去到了哪里，自己花钱购买的租赁物出

绿能宝线上实物融资租赁模式如何完成？

租给了谁，被用在何处，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什
么样的收益；因此投资人的资金不会被需求方侵占、挪用

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通过向投资人(阳光动力电子商务
平台用户)提出承租租赁物要约，绿能宝通过向投资人提供

或被用于投资高风险行业，极大的保障了投资人的投资安
全。

委托融资租赁服务，将投资人在阳光动力电子商务平台购

其次，绿能宝专注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是一个期限

买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急需的发电设备(目前是太阳能

长、投资大、收益稳定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太阳能光伏发

光伏组件-美桔发电宝)出租给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解决太

电企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

阳能光伏发电企业的融资融物需求。

进行调研、设计、审批、采购，前期工作完成后却只需要

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将其基于发电而产生的电费收益

一个很短的安装施工时间；一旦并网，在太阳能电站25年

(包括售电收入和各级补贴)作为向投资人支付租金的来源，

的生命周期内只需投入一笔相对较小的运维费用就可以通

来保障投资人可以获得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收益。

过其所发的电能而获得稳定的收益；并且，太阳能光伏发

待建、建设中以及已建成的光伏电站需要融资融物

电行业是国家重点扶持战略新兴行业，2013年8月26日国

的，绿能宝都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对于上述光伏电站，

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绿能宝还有纯融资和利益共享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符合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38号)，

绿能宝要求的光伏电站及其运营商，甚至不再需要提供繁

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采取标杆电价及电价补贴的扶持措

琐的担保，绿能宝会根据不同光伏发电企业的需求，量身

施，且明确了补贴期限为20年。

定制符合其现状的全套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在获
得电网售电收入的同时还可以获得高额的国家电价补贴，
因此投资人的租金收益来源非常透明且可靠。太阳能光伏
发电行业所具备的上述特性就注定了其是一种极佳的投资
渠道，而绿能宝受托出租的租赁物只用于收益稳定、透明
和可靠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这是与传统互联网金融模
式完全不同的。
第三，绿能宝的风险控制方向和措施也与传统互联网
金融迥然不同；传统互联网金融一般倾向于将风险转嫁给
担保公司或第三方，全部或部分借助担保公司的风险控制
能力对借款人及资金进行风险把控，但是由于传统互联网
金融过分侧重于融资和追求高回报的先天缺陷，导致担保
公司等第三方对于资金流向的把控变得十分困难；而且担
保公司等第三方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代偿能力会完全左右投
资人的本息安全；而绿能宝采用的融物形式，有效的避免
了传统互联网金融对于资金流向难以把控的尴尬——绿能
宝依靠母公司SPI以及SPI成员企业在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
的经验及优势，为投资人挑选收益率相对较高，设备和工
程质量相对可靠，承租人资质和实力相对优质，担保措施

绿能宝与传统互联网金融有何差异？

相对完善的光伏电站融资租赁项目，并且采取涵盖了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调研、审批、设计、采购、施工、运维、

在SPI推出绿能宝之前，未曾有过为太阳能光伏发电量
身定制的融资租赁模式。
绿能宝首创的互联网实物融资租赁模式，不同于之前
借贷或债权转让的传统互联网金融模式(如P2P网贷)，完全
是实物融资租赁在互联网金融上的创新；
首先，由于投资人(阳光动力电子商务平台用户)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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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全流程的风险控制措施，依托SPI和绿能宝专业的业务
管理团队、工程技术团队以及风险控制团队为投资人保驾
护航。
绿能宝通过构建阳光动力电子商务平台用户与太阳能
光伏发电企业投融资的桥梁，为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
寻找到了一条新的融资途径，也为投资人寻找到了一种创

新的、风险可控的、较高收益的投资渠道。

孪生兄弟美桔美橙
绿能宝融资租赁，根据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和运营阶段
的不同推出了美桔和美橙两个系列的产品。
美桔系列产品是基于待建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人通
过阳光动力电子商务平台向租赁物供应商购买太阳能发电
企业所需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并将其委托江苏绿能宝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出租给上述太阳能发电企业，并收取租金的
委托融资租赁租金收益类产品。
美橙系列产品是基于已建成或即将建成的太阳能电
站项目，投资人通过阳光动力电子商务平台向太阳能发电
企业购买其享有完整所有权且无权利负担的太阳能光伏组
件，并将其委托江苏绿能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回租给上述
太阳能发电企业，并收取租金的委托融资租赁租金收益类
产品。
打个比方，美桔系列的产品就相当于期房，投资人购
买后需要建设期，才能拥有碳豆收益；美橙系列的产品相
当于现房，投资人一旦购买，即可以立即产生碳豆收益。
但无论是美桔还是美橙，承租人都必须在用户购买后次日
起即向用户给付相关租金收益。

作者简介

何琳，生于1982年7月，江苏省苏州市人，
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学士。曾任职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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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企业机构，专职从事法律合规、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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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光照传感器对光伏监测和研究的影响
作者：尼克·韦伯博士(Dr Nick Webb)
SPN1太阳辐射仪是一种创新型气

据下载到相关网站上(数据提供：普利

中，如在平面电池板的辐照度建模，将

象类仪器，专为长期户外使用而设计。

茅斯海洋实验室蒂姆·史密斯博士)。

光环算在直接光照中是适合的。而在其

它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在同一台仪器上对

该设备在近期返回到Delta-T进行检验

他情况下，如CSP系统建模，则应算在

总体辐射散射辐射和光照状态进行测

时，仅表现出可以忽略的盐腐蚀状态，

漫射辐射值中。

量——无需进行常规调节或极性校准。

其校准标准变化值也小于1％。

同时也可以进行DNI计算。

制造商Delta-T目前正在测试

通常来说，SPN1太阳辐射仪可用

Profibus SCADA接口的产品原型，该

来对潜在的太阳能光伏场址进行评估，

产品可将GPS装置和SPN1中的数据相

并在光伏系统安装后对其性能进行检

从而在标准的总体、漫射和直接(水平)

测。实践证明，SPN1的网络对科研小

辐射读数的基础上，同时提供DNI读

组应对电网中的浪涌预期和电源骤降等

数。如果测试成功，SPN1产品与光伏

问题极为有用。

产业内所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之间的互

此外，能够同时测量总体辐射和

SPN1太阳辐射仪有着良好运行记

联将变得更加容易。

漫射辐射的能力，同时摒弃了移动部件

在全球六个国际场地上进行的长

的使用，使得这一产品相对于需要使用

期试验使得国际研究界对SPN1的性能

遮蔽盘/直接辐射表的昂贵跟踪系统来

充满信心，同时也对产品相较于位于达

说，是一个极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

沃斯的世界气象组织主要参照传感器的

由于不使用移动部件，其较高的稳定性

校准记录可靠性充满信心。

位于印度洋留尼汪岛用于管理电网中由于可再
生能源的高比例所带来的电网波动的SPN1设备

对研究人员也极具吸引力。

安装在法国SIRTA天文台BSRN站(48.7N, 2.2E,
www.sirta.fr, © Jordi Badosa)的SPN1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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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N1设备与跟踪器设备(TBM)对于GHI、DHI和DNI的测量值比较图。数据来源：Badosa等人在全球六处进行
比较测量的场地之一——Winster。
《Atmospheric Measurement Techniques》，2014年卷7，4267-4283页

它可在任意方向上进行水平安

相关测试表明，SPN1产品的总体

录。大量的SPN1正在被安装在各个网

装，无需面朝北面，因此简化了安装流

辐射测量精度良好，但相比于跟踪器

络系统中，有超过70台设备作为NEON

程。所有SPN1设备均配有内置的均衡

系统，其漫射值通常偏低，导致算得

大数据生态系统监测项目的一部分安装

加热器，使其能够在许多其他辐射仪都

的DNI偏大，通常误差值在5％左右。

在美国境内。超过100台设备安装在瑞

会结冰的低至-20℃的环境中仍旧能够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SPN1产品

士气象局，还有愈200台设备用于中国

无冰运转。

较大的有效开口角度，这意味着大多数

境内的光伏研究和环境监测。此外，更

SPN1太阳辐射仪坚固耐用，可靠

周边的光环都被包括在SPN1的直接测

多的设备网络正在南非和印度洋进行安

在恶劣的环境中使用。在英吉利海峡海

量数据中，而跟踪器系统将包括此在漫

装，同时还计划在南极进行使用测试。

域某浮标上的SPN1已经可靠地运行了

射辐射测量中。光环的大小根据条件不

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访问：

三年之久，并以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将数

同最高可高达100W.m-2。在某些情况

www.delta-t.com/sp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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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N1
Sunshine
Pyranometer
SPN1 提供太阳直接辐射和
太阳散射辐射以及日照时数
的准确测量
·

直接辐射和散射辐射

·

无移动部件，无需调节

·

DNI 计算

·

日照状态

SPN1 让测试工程师能够监测太
阳能光伏安装设施的效率。其独
特设计能够测量直接辐射和散射
辐射，无需复杂调节、遮阳环或
其他移动部件，因此对于选择
CPV 地点尤为有用。

SPN1 太阳辐射仪
www.delta-t.com/spn1
PV tech full page version 3.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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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化接触太阳能电池
文/李阳，intoPV Research

摘要

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表面钝化一直是设计和优化的重中之重。从早期的仅有背电场钝化，到正面氮化硅钝化，再到背面
引入诸如氧化硅、氧化铝、氮化硅等介质层的钝化局部开孔接触的PERC/PERL设计。虽然这一结构暂时缓解了背面钝化的
问题，但并未根除，开孔处的高复合速率依然存在，而且使工艺进一步复杂。近几年来，一种既能实现背面整面钝化，且
无需开孔接触的技术成为机构研究的热点，这就是钝化接触(Passivated Contact)技术。当电池两面均采用钝化接触时，还
可能实现无需扩散PN结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Contact)电池结构。本文将详细介绍钝化接触技术的背景，特点及研究现
状，并讨论如何使用这一技术实现选择性接触电池。

表面钝化的演进

生产线上，需要先进行网印，而后沉积当时的TiO 2减反射
层。另一个区别在于当时的银浆与硅形成有效欧姆接触的
能力较差，只有与高掺杂的硅才可以接触良好。由于TiO 2
没有很好的钝化功能，人们在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钝
化。而且由于减反射层在金属电极之上，因此沉积的时候
需要用模版遮挡主栅，以便后续的串焊。
虽然这一时期，在实验室中，科研人员已经采用SiO2钝
化电池表面，并取得不俗的开路电压和效率。
SiNx:H 第一次进化
90年代，科研机构和制造商开始探索使用等离子体增
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技术制备含氢的氮化硅(SiNx:H)薄
膜用作电池正面的减反射膜。其中原因之一在于相对合适
的折射率，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氮化硅优良的的钝化效
果。氮化硅除了可以饱和表面悬挂键，降低界面态外，还
通过自身的正电荷，减少正面n型硅中的少子浓度，从而降
低表面复合速率。SiNx中携带的氢可以在烧结的过程中扩散
到硅片中，对发射极和硅片的内部晶体缺陷进行钝化，这
对品质较低的多晶硅片尤其有效，大幅提高了当时太阳能
电池的效率。
伴随着钝化材料上的创新，银浆材料与烧结工艺上的
变革也同时到来，那就是可以烧穿的浆料和共烧(Co-firing)
烧结工艺。有了烧穿特性后，可以先进行减反射膜的沉
积，后网印浆料，然后烧结。由于顺序的颠倒，不用再
担心金属栅线上覆盖的减反射层影响焊接，也省去了沉积
TiO 2需要的部分遮挡。同时人们发明了将正反面浆料一次
烧结的共烧工艺，在一次烧结中，正面的银浆穿过SiN x 与
硅形成接触，而背面的铝浆也同步形成背面电极和背电场
(back surface field)。这一系列改进大大简化了丝网印刷电

图一：太阳能电池表面钝化结构的演进

钝化的“史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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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的工艺，并逐渐成为了晶硅电池生产的主流。
AlOx 第二次进化

在90年代之前晶硅电池商业化生产的早期，太阳能

随着电池正面的钝化效果和接触性能由于SiNx的使

电池制造商已经开始采用丝网印刷技术，但与我们如今使

用和银浆改进在不断提高，进一步优化正面已经进入瓶颈

用的又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两点：首先当时的正面

阶段，人们把视线投向了另一个复合严重的区域，那就是

网印银浆没有烧穿(Fire-through)这一功能，因此在当时的

电池的背表面。虽然在传统丝网印刷的晶硅电池中，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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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可以减少少子浓度，减少复合，但仍然无法与使用介质

同形成了钝化接触结构，这两层材料为硅片的背面提供了

层带来的钝化效果相比较。其实背面的介质层钝化也非新

良好的表面钝化，而由于氧化层很薄，硅薄层有掺杂，多

鲜话题，UNSW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发射极和背面钝化

子可以穿透这两成钝化层，而少子则被阻挡，如果在其上

(PERC)结构以及发射极和背面钝化局部扩散(PERL)结构，

再沉积金属，就可以得到无需开孔的钝化接触。这一技术

在早期设计中，这两种结构都在背面采用氧化硅层钝化，

的详细信息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局部开孔实现点接触以减少非钝化区域的面积。两者的区
别在于是否在开口区域进行局部掺杂扩散，局部扩散增加

不过这样的钝化接触只能用在电池背面吗，如果用在
正面会怎样？

工艺难度，但会形成局部背电场，减少接触部分的复合速
率。但高品质氧化硅的生长需要较高的温度，对于已经经

没有扩散PN结的太阳能电池

过高温扩散的硅片来说，为减少对体少子寿命的影响，应
尽量减少长时间的高温工艺，因此对其他材料的搜索在
2000年左右提上议事日程。

其实这并非一个新鲜的问题，虽然钝化接触电池这
一说法近两年才出现，但其所描述的结构确实不折不扣

既然SiN x 已经在电池正面证明有诸多好处，那能否在

的早已为科学家们所研究。这种通过外加材料和结构弯

背面继续使用这一材料呢。答案是否定的，上面已经提

曲能带，而非电池吸收层本身掺杂，来实现对载流子选择

到，SiNx钝化的机制之一在于利用其正电荷减少正面n型区

性通过的表面接触设计，我们称为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的少子浓度，可是到了p型的背面，其正电荷将有可能在背

Contact)电池，而这一设计与我们传统认识中的通过扩散得

面诱导形成一层n型反转层(inversion layer)，这会造成背面

到PN结的电池有根本的不同。

的旁路损失，影响电流，降低电压和填充因子。

虽然我们现在常见的电池有高温扩散得到的PN结，而

那么问题来了，钝化背面究竟哪家强呢？在欧洲几家

PN结的内建电场被认为是分离光生载流子并让太阳能电池

研究机构的努力下，一种对光伏研究人员并不陌生的材料

发电的动力。而其实太阳能电池并不一定必须要有明确的

的又一次走到台前，那就是氧化铝(AlOx)。其不但像SiNx一

PN结。上世纪70年代，Martin Green教授就提出了无需扩

样可以钝化表面缺陷，还拥有与SiNx相反的负电荷，正是因

散PN结的金属-绝缘层-半导体(MIS)结构太阳能电池[2]。

为这一点，在p型硅背面使用AlOx钝化层，不但不会形成反

1985年，Eli Yablonovitch教授就提出理想的太阳能电池

转层造成漏电，反而会增加p型硅中多子浓度，降低少子浓

应该是“采用两个异质结来设计”，即将吸收材料置于两

度，从而降低表面复合速率。不过AlOx的使用也需要伴随这

个宽带隙材料之间[3]。而SunPower的创始人之一Richard

工艺的改进和设备的进步，例如解决高速沉积AlOx的问题，

Swanson博士也在10年前预测接近理论效率的晶硅太阳能

氧化铝本身的不稳定性以及良品率较低等问题。

电池应“在硅和金属之间，放置一层宽带隙材料构成异质
结”[4]。这些结构都指向选择性接触电池。

钝化接触，第三次进化？

假设图二中间是吸收材料，左右两侧分别是空穴电极

PERC以及PERL结构的电池已经拥有相对完善的表面钝

和电子电极，而电极与吸收材料之间则是选择性传输层，

化结构，不过将背面的接触范围限制在开孔区域，除了增

左侧为空穴传输层，右侧为电子传输层。由于选择性接触

加了工艺的复杂度外，开孔的过程采用不同的工艺还会对

材料自身带隙、逸出功和费米能级的影响，吸收材料能带

周围的硅材料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也额外的增加了金

被迫弯曲，这使得只有与选择性传输层对应的载流子才能

属接触区域的复合。由于开孔限制了载流子的传输路径，

流向并穿透界面，同时排斥另一种载流子，进而降低了表

使之偏离垂直于接触面的最短路径并拥堵在开口处，增大
了填充因子的损失。有没有一种办法即能降低表面复合，
又无需开孔呢。这就需要提到近几年呼声高涨的钝化接触
(Passivated Contact)技术。
假设我们能找到这样一种材料或结构，其满足(1)拥有
良好的表面钝化效果；(2)分离准费米能级；(3)可高效传输
一种载流子，那么就可以把这一结构用于电池的表面，形
成即满足钝化要求，又无需开孔即可传输电流的钝化接触。
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已经开发出一项名为
TOPCon (Tunnel Oxide Passivated Contact，隧穿氧化层钝
化接触)的技术[1]。研究人员首先在电池背面用化学方法制
备一层超薄氧化硅，然后再沉积一层掺杂硅薄层，二者共

图二：选择性接触电池能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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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HIT异质结电池能带图

面载流子浓度，从而带来了良好的表面钝化效果。

图四：背面采用TOPCon技术的背面钝化接触电池结构

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Fraunhofer ISE)

下面，我们用选择性接触的理论解释一下松下异质结

Fraunhofer ISE已在钝化接触电池方向耕耘多年。在

(HIT)电池的原理[5]。HIT电池吸收层采用n型单晶硅片，

2013年推出了自己的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TOPCon)技术

正面首先沉积很薄的本征非晶硅层，作为表面钝化层，然

[1]。使用一层超薄的氧化层与掺杂的薄膜硅钝化电池的背

后沉积硼掺杂的p+型非晶硅层，二者共同构成正面空穴传

面。其中背面氧化层厚度1.4nm，采用湿法化学生长。随后

输层。沉积后，硅片靠近表面由于能带弯曲，阻挡了电子

在氧化层之上，沉积20nm掺磷的非晶硅，之后经过退火重

向正面的移动，电子只能向后表面移动。相反的对空穴来

结晶并加强钝化效果。经过上述步骤，双面钝化的200μm

说，虽然本征层对空穴有一个小的阻挡 ，但由于本征层很

厚度的n型FZ硅片的隐开路电压(iV oc )可以达到710mV以

薄，空穴可以隧穿然后通过高掺杂的p+型非晶硅。在背面

上，即使后续工艺温度超过400℃，iVoc仍可保持在700mV

同样沉积本征非晶硅薄层和掺磷的n+非晶硅层，同样由于

以上。 其中氧化硅减少了表面态保持了较低的隧穿电阻，

能带弯曲，空穴无法轻易传过背面，而电子可以传过，所

掺杂多晶硅提供了场致钝化并对载流子选择性透过。需要

以二者构成了电子传输层。通过在电池正反两面沉积选择

指出的是，早期MIS电池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就已经发现当

性传输层，使得光生载流子只能在吸收材料中产生富集然

氧化层厚度超过2nm后，其隧穿效应就开始显著下降，影

后从电池的一个表面流出，从而实现二者的分离。

响填充因子。

松下异质结HIT电池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接触结构。另

具体到电池工艺方面，Fraunhofer ISE采用n型FZ硅

一种典型的选择性接触电池为Silevo公司的Triex隧道异质结

片，正面采用普通金字塔制绒，硼扩散，ALD氧化铝加

电池[6]，与HIT电池结构相似但钝化层采用氧化硅而非本征

PECVD氮化硅钝叠层起到钝化和减反射效果。背面采用上

非晶硅。而与这两种完全意义上的选择性电池不同，上文

述TOPCon技术，正反金属化采用蒸镀Ti/Pd/Ag叠层实现，

中提到的背面钝化接触电池其实是一种只在背面实现了选

电池开路电压达到690.4mV，填充因子也达到81.9%。为了

择性接触的电池。背面钝化接触技术究竟性能如何，有没

进一步提高效率，其进一步优化正面电极设计，降低金属

有双面采用钝化接触技术实现选择性接触电池的设计呢？

接触面积，背面换用单层1μm的银提高背面内部反射，开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

路电压达到700mV，填充因子82%，效率达到23.7%。而
在今年三月份的Silicon PV会议上，其公布的采用TOPCon

钝化接触技术的研究进展

技术的最新效率为24.9%。而相比PERL结构电池，TOPCon
技术无需背面的开孔及对准。

近年来，先后有多家研究机构对钝化接触太阳能电池

在上述设计中，Fraunhofer ISE只是将TOPCon技术用

展开研究。虽然松下已经展示了采用非晶硅薄膜作为钝化

于正面。2014年，该研究机构公布了正反两面钝化接触

层的HIT电池，最新破纪录的效率达到25.6%[5]，不过非

的设计，实现了我们上文介绍的选择性接触电池结构[7]。

晶硅薄膜由于其对表面准备要求较高，无法承受较高温度

采用p型FZ硅片，250μm厚度，无需扩散，正反两面直接

后续工艺，人们开始将视野投向其他有钝化效果的薄膜材

化学生长1.4nm氧化层，分别沉积15nm掺磷和掺硼的非

料。几家研究机构目前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氧化硅薄层和高

晶硅，之后退火。正面采用溅镀ITO，蒸镀Ti/Pd/Ag叠层

掺杂硅薄层的叠层结构。

栅线，背面蒸银作为背面电极。该电池设计开路电压达到
692.4mV，填充因子达到79.4%。由于退火温度的不同，
这里沉积的非晶硅并未结晶为多晶硅，而是达到了类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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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硅片正面扩散p型发射极，之后使用KOH平整背面，接下
来采用700C热生长或者硝酸化学方法制作约1.5nm厚度的
二氧化硅层。之后在之上PECVD沉积几十纳米厚的高掺杂
非晶硅(a-Si:H)。通过约850℃的退火处理，非晶硅薄层结晶
为多晶硅，之后再经过450℃氮氢混合气氛退火(FGA)，加
强表面钝化。最后背面整面金属化。
NREL称SiO2和多晶硅层对钝化接触的性质都有影响。
通过850℃的非晶硅重结晶过程后，化学和热生长得到的氧
化层可以得到相似的钝化效果，隐开路电压(Implied Voc)可
以达到700mV以上，暗饱和电流(Dark Saturation Current)
图五：双面采用钝化接触技术的选择性接触电池结构

低于10fA/cm2，接触电阻约为20m:-cm2。不过NREL认为
高掺杂多晶硅/氧化硅/硅接触的良好品质的机理尚未完全弄
清，良好的表面钝化可能来自氧化硅的化学钝化效果以及高

膜硅电池中的微晶硅形态。但由于正面并未制绒，以及类

掺杂多晶硅的场致钝化效果，良好的导电率则来自缺陷辅助

似HIT电池中的正面ITO和微晶硅层的吸收，其短路电流只

隧穿机制以及氧化层上的微孔。

有31.6mA/cm2，效率17.3%。不过研究人员还特别对比了

此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9]、美国加州大学(UC)

正面多晶硅和微晶硅的吸收，同厚度的微晶硅的吸收比非晶

[10]、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10]等研究机构也都在

硅小最多两倍。因此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后续优化，这一结构

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探索不同的钝化材料和结构。

有望成为可以与HIT竞争的另一种选择性接触电池的设计。

综上，背面钝化接触太阳能电池的优点包括(1)优良的
背面钝化效果，彻底根除了背面金属与硅的直接接触，提高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

开路电压，而这被认为是目前太阳能电池主要的复合损失，

NREL同样采用了氧化硅和多晶硅薄膜[8]，其首先在n

而这是传统铝背场和PERC结构都无法避免的；(2)无需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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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高级讲师Alison
Lennon博士、研究员欧阳子博士、Meyer Burger研发项目

和UNSW光伏与太阳能专业双学士学位，并在
2013年共同创建了光伏技术传播和咨询平台intoPV。

经理姚宇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崔杰博士，对本文
提出的建议和讨论。

垂询方式

参考资料

电子邮箱：yang.li@intopv.com

[1] Feldmann, Frank, et al. “Passivated rear contacts
for high-efficiency n-type Si solar cells providing high
interface passivation quality and excellent transport
characteristics.” Solar Energy Materials and Sola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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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彭小峰李河君强势回归探底光伏企业并购潮
文/肖蓓

近日，中国各大主流财经、专业媒体对两家光伏公司

了国内光伏薄膜的技术发展，向行业内外讲述了一个关于

的广泛报道激起了消费者对光伏产业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薄膜的故事，为李河君进一步资源积累与融资找到了卖点。

与议论。

“汉能其实是满足了产业外资本通过跨境(技术和市

一个是由“绿能宝”投资产品引发的关注与追踪，而

场)并购的驱动因素，通过并购为其自身投资组合增添一

开创这个理念及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的人物是一位大家熟

个又一个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被用来推荐给客户。”林乐

悉的朋友，他是彭小峰，他携SPI重新回归。

表示，未来资本市场在光伏产业并购过程中的基础平台性

一个是由“雾霾少了，汉能就大了”的央视广告语，

功能将进一步凸显，上市光伏公司将面临更优化的并购环

以及近来股价连番“过山车”，创造全球最大市值太阳能

境，产业外资本并购将持续发生，而制造端大规模整合潮

公司的国内新首富，而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目标在2020年

的到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实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市值20000亿元、盈利1000亿元
的“121”计划，提出这个计划的是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PI与汉能的一连贯举动深深的刺激了其他光伏企业，
引发了业内关于太阳能产业企业并购命运的思考。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河君，他一直在讲一个关于
光伏薄膜的故事。

抓资源补漏洞，大鱼吃小鱼

巧合的是，这两家公司都与并购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过去的两年中，这种制造端和终端环节的一体化整

早有预谋

合(向上资源、向下渠道)持续发生。比较明显的案例还有
Solarcity并购Silevo、协鑫集团收购森泰集团、协鑫集团重

SPI于2011年被赛维LDK收购。2014年，这家被收购
后一直沉寂的SPI突然宣布蓄势冲击美国资本市场，此后连

组超日、晶科兼并尖山光电、天合光能并购捷佳伟创、顺
风光电收购尚德等。

番融资，先后引进了联合金融、新兴集团、恒大集团、巨

2014年5月，保利协鑫能源以总代价14.4亿港元现金

人投资、城市地产、SPF太阳能基金和中国动向等战略投资

收购森泰集团有限公司67.99%股权，将收购过来的森泰集

者，并陆续推出新业务模式及投资理念，迅速完成原始积

团更名为协鑫新能源。通过收购，协鑫新能源被定义为协

累与转型。

鑫集团专注发展集中和分布式新能源系统以及其他太阳能

2015年呈现在众人眼前的SPI是新能源与互联网为一

项目的上市平台。相比赛维，协鑫的速度、动作及顺利程

体的全新能源生产和消费生态系统，集聚阳光动力电子商

度让人眼红，也使其成为国内光伏企业中同时抓住上游及

务、美桔科技、绿能宝、新维智能、美太投资、美橙电

终端并各持有资本运作能力的公司。

力、新维电力七大业务板块。

与赛维、协鑫相反，SolarCity收购美国组件制造商

保留SPI，如今看来被视为一起富有深意的企业动作，

Silevo，是其往上制造端延伸的一个动作，未来两年内我们

眼观行业发展形势，深陷制造端泥沼的赛维LDK也将目光放

将有可能看到SolarCity开始生产自己的组件。Silevo启用混

在了电站终端，甚至更远的互联网金融，期望开辟一个新

合n型“隧道结”电池结构来实现约21%的高转换效率，其

局面，而SPI，是一个很好契机。

路线图旨在未来几年交付24%的电池效率。SolarCity称，并

“赛维收购SPI其实质是由商业模式演化带来的纵向并
购需求，现在光伏产业纵向并购需求的驱动因素有三个方

购的目的在于通过结合高能量输出及Silevo技术的低成本，
实现“太阳能发电成本的突破”。

向，专业精细化、制造端一体化以及终端渗透一体化，并

顺风光电收购尚德，也是其往制造端的一个延伸，两

购是商业模式演化的重要手段，资本市场是光伏并购的主

者融合优势互补，目前尚德虽然不是排名第一，但至少做

要平台，美国资本市场是比较理想的平台。”深圳证券交易

出调整重新出发。

所林乐阐述道。
另一家公司汉能，是一家备受争议的公司，其光伏
产业并购之路在这几年不断上演：2010年9月并购铂

晶科兼并尖山光电与天合光能并购捷佳伟创有类似的
意图与特点，都扩大了其制造端的产能，在整个并购进行
与完成过程中，都有当地政府参与的影子。

阳太阳能进入光伏产业；2012年9月并购Q-Cells旗下

2013年以来，中国光伏产业企业间的收购、并购动作

子公司Solibro；2013年1月并购美国CIGS薄膜制造商

明显增加，除了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有关，政府政策也在

MiaSole；2013年7月并购Global solar energy，成为全球

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赫然明显的标志是2013年9月，工信

首家实现柔性薄膜太阳能组件大规模量产公司。

部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汉能的并购目标是光伏行业处于非主流的光伏产

制定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明确指出未达标企业

品——薄膜电池，不管其成绩如何，汉能集中在薄膜领域

须必须在国家政策指引下，通过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等达

的收购一方面为其贴上了明显的识别LOGO，另一方面撑下

标。这些都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行业主管部门开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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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为整合光伏制造业，制定一系列标准方法迫使光伏

中民投将以收购兼并和合作开发的方式迅速将市场打开。

公司为现代设备和工艺投资，满足标准的企业方能获得国

但据一位投资公司合伙人分析，光伏产业将有更多战

内市场的支持，工信部先后公布第一批、第二批符合《光

略并购的机会，只是这块资产量比较大，中民投未来介入

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尖山光电并不在名单

除了带来大资金，也必将对并购项目产生重大影响，参与

内，在不符合一系列国家标准的前提下被收购，为同在海

实体运营。

宁的晶科能源所用。

另一方面，跨界并购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操作，尽管政

淘汰落后产能、收购优质资产，一些有实力的光伏

策有所调整，但与境外资本市场相比，境内市场的融资、

公司在其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主动性又具配合性，有些

支付手段还不丰富，存在税收和贷款政策、地方保护等外

抓到了资源，有些则增加了负担。英利沉重了，垂直一体

在环境因素阻碍光伏产业兼并重组的推进，但不管如何，

化的策略及多元化的发展使其资金链紧张、短债压顶，持

光伏成为确认的三大板块之一，就已经拉开了产业外资本

续亏损的局面难以扭转。并购扩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优

运作光伏产业的序幕。

化企业结构，是企业资本增长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不适
应，则很有可能反噬。
企业并购还有一个作用是可以把收购方的竞争对手吃
掉，以降低产业竞争激烈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下，下一个
并购大案，期望不要在英利上演。

从中民投看产业外资本混合并购
资本市场层面，国家同样做出了新的调整，国务院在
2014年3月、5月分别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
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里面提到取消下放部分审批事项、简化审
批程序，拓宽并购融资渠道、丰富并购支付方式，改革股
份定价机制，破除市场壁垒和行业分割等，这些为光伏产
业并购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产业外资本进入带来的混合
并购需求将使并购进一步加深。
资本市场上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使产业外资本通过并
购布局光伏产业、跨境(技术和市场)并购开始出现，比较突
出的是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民投)。
2014年5月国字头民营公司中民投在上海完成注册，
注册资金500亿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李怀珍，即民生银行
监事会副主席，中民投已经确认兼并重组的三大板块为钢
铁、光伏和船舶。
公开报道称，中民投将对三个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兼
并重组，并将设立三只产业基金，其基金规模应该不低于
3000亿，钢铁、光伏、船舶三个板块各1000亿。在每个产
业板块，中民投选择不同的民营企业注资，作为其进行兼
并重组和行业整合的平台。
据悉，目前部分已经搭建完毕，有些已经进入试水阶
段，光伏领域除了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此前透露的与中
民投达成了100亿元投资光伏产业整合的合作协议。其真正
自身的动作在于2014年12月在宁夏同心投资了200MW光
伏项目，总投资约17.3亿元。2015年，中民投的电站投资
规划是2GW，据中民新能总裁韩庆浩表示，其将采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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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新闻
ZSW与Manz改进CIGS缓冲层以达
到21%的电池效率

First Solar碲化镉电池效率创纪录
达21.5%

波长作出反应。
该最新的电池有四个结，每个子
电池将波长介于300nm至1750nm之

巴登符腾堡太阳能和氢能源研究

间的光子转化为电力。每个子电池转

中心(ZSW)与技术合作伙伴Manz在二

化四分之一的入射光子，Fraunhofer

月末实现21%的小面积CIGS电池转换

ISE表示，这对于精确实现是一项“特

效率，得到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

殊挑战”。根据Fraunhofer ISE，这通

究所(Fraunhofer ISE)的认证。

过“在电池结构内部精确调整各层的

ZSW指出，新的CIGS电池结构整

组成和厚度”完成。

合硫氧化锌(前接触)和氧化锌镁的中间

First Solar在二月初宣布，其碲

层(缓冲层)，沉积在化学浴中，代替硫

化镉(CdTe)光伏研究电池转换效率创

化镉和氧化锌缓冲层。因此，ZSW实

造另一项世界纪录，经过理波公司

现创纪录的无镉太阳能电池，表面积

(Newport Corporation)旗下技术和应

为0.5平方厘米。

用中心(TAC)光伏实验室认证，效率达

ZSW的Michael Powalla教授表

Sol Voltaics单层砷化镓纳米线太阳
能电池效率创纪录

21.5%。

示：“首先，缓冲层传输更多光而无

根据First Solar，已验证的效率

需硫化镉。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使

使该公司超越其自己的研究电池路线

用它来实现比此前CIGS电池更高的效

图。

率。该替代缓冲层及硫化镉缓冲层都
沉积在化学浴中，因此无需额外工艺
可以向制造业过渡。”

Soitec-Fraunhofer ISE多结聚光光
伏电池转换效率达46%创世界纪录

改进的氧化锌镁电池前接触取

瑞典纳米材料开发公司Sol

代薄氧化锌薄膜，而发现氧硫化锌缓

Voltaics在三月中旬表示，砷化镓纳米

冲层可以在蓝色波长范围对于光更通

线太阳能电池1-sun转换效率创纪录达

透。

15.3%。

尚德组件通过VDE研究所的强化冰
雹测试

率纪录号称比此前纪录高一倍。该公

经过Fraunhofer-ISE的认证，该效
司并未提供关于电池规格及其他关键
数据，如电池孔径面积的信息。
尚德的光伏组件日前获得VDE质量

根据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

Sol Voltaics的首席执行官埃里

检测认证，使他们成为通过VDE研究所

所(Fraunhofer ISE)，一款用于聚光光

克·史密斯(Erik Smith)表示：“我们

强化冰雹测试的全球三大品牌之一。

伏(CPV)系统的Soitec多结太阳能电池

砷化镓纳米线的效能是我们低成本薄

在去年年末成为该公司最新的达到世

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光伏产业使用

界纪录的电池，转换效率为46%。

III-V材料一直是一个目标，但是成本一

VDE上海总经理韩强博士表示：
“目前，大多数制造商已通过基于标
准IEC61215的冰雹试验，其采用直径

该总部位于德国的研究机构再一

直令人望而却步。使用Sol Voltaics的

25mm的冰雹撞击组件表面，在测试过

次与Soitec就该新款电池取得合作，参

Aerotaxy纳米线制作方法，使我们III-V

程中产生约1.99J的能量。然而VDE试

与合作的还有法国研究和技术组织的

薄膜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高效生

验采用直径40mm的冰雹，依照瑞士

一个部门电子与信息技术实验室(CEA-

产，这是行业的发展。”

标准的第四级冰雹测试，采用速度为

Leti)。三方还参与去年最近破纪录的

27.5m/s的冰雹撞击组件，产生能量不

聚光光伏电池。

少于11.1J，模拟极端的环境条件。”

根据日本国家高级工业科技学院

Sol Voltaics使用其“Aerotaxy”
纳米线生产技术创造砷化镓纳米线，
保留在一个液态解决方案中，用于以

根据VDE测试，尚德的组件有很少

(AIST)的标准测试条件，该新电池的效

或几乎没有功率损耗，符合极端气候

率日前得到独立证实。该多结电池的

该公司表示，其正在研究一种串

情况下提高标准的冰雹测试要求。

效率在508的太阳能光线浓度条件下在

联层方式，其瞄准转换效率高于27%，

一个菲涅尔聚光透镜下进行测试。所

正寻求行业合作伙伴进一步开发该技

谓的多结电池，基于III-V半导体复合材

术用于商业应用。

后沉积在太阳能电池上。

料，使各个结的材料能够对不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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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光伏背板加速老化测试方法研究及相关国内外
标准进展
胡红杰1、Thomas Felder2、付波1、William J. Gambogi2、Bao-Ling Yu2、Alex Bradley2、Babak Hamzavy2、Steven W. MacMaster2、
Yushi Heta3、Lucie Garreau-lles4、John Trout2
1 杜邦(中国)研发中心，中国上海，2 杜邦光伏解决方案，美国特拉华州，3 杜邦株式会社，日本宇都宫，4 纳穆尔杜邦国际公司，瑞士日
内瓦

前言

并与一些模拟综合环境应力的加速老化测试结果和机理进
行对比。与此同时，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也在开展相关的

中国光伏产业在经历了过去高速发展之后，逐步进入
到理性发展阶段，同时产业进入整合升级的关键时期。同

加速环境老化测试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国内有关背板的各
项标准也在不断制定和完善中。

时来自于开发商和金融投资及保险机构的压力也迫使生产

本文将介绍目前背板相关的主要国际国内标准进展概

企业由最初只追求产量和规模，开始高度关注产品质量与

况，着重指出其中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环境老化测试项目

可靠性问题。通过IEC等标准认证的产品在实际应用环境中

和方法。并依据这些测试方法和标准，介绍一些杜邦的研

能否满足25年使用寿命及衰减率的要求越来越多地受到行

究结果，指出部分背板材料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为组件和

业质疑。2014年2月，国家认监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背板材料的用户提供可靠的参考和依据。

《关于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规
范光伏产品质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强制检测认证。而IEC

背板加速老化和可靠性测试方法研究及相关标准进展

也刚刚成立了新的机构IECRE，负责包括太阳能光伏在内
的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认证。由此可见国内外企业、主管部

以往的标准只是把背板看作组件的组成部分，与组件

门等均开始关注并试图考量整个光伏系统的质量及可靠性

一起进行测试与认证。随着背板对组件可靠性和耐久性的

问题。这一发展形势对光伏标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

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基于组件的以及单独背板的测试标准

的方向。在前期工作中，相关标准关注更多的是产品的性

和技术规范正在逐渐确立和完善。国际上，国际电工委员

能指标，制定了一系列产品鉴定和测试规范，对于产品在

会IEC TC82下的工作小组正在对IEC 61730(光伏组件安全

实际应用环境中的耐久性、可靠性及安全性等问题关注较

鉴定)第二版进行修订，并在起草新的背板材料测试标准，

少。因此在下一步光伏标准工作中应重点开展光伏产品质

如IEC 62788-2(光伏组件材料测试程序：前板和背板塑料)

量及可靠性研究工作，综合考虑更符合实际应用的各种环

和IEC 62788-7-2(光伏材料测试程序——第7-2部分：环

境应力对产品进行考核，研究建立可“溯源”的光伏质量

境曝露——塑料的加速耐候性测试)，这些国际标准对背

保证体系标准[1]。

板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另外国际光伏质量保证工作组

背板作为晶硅太阳能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组件在

(PVQAT)在2011年成立，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是通过推动国

户外的性能和可靠性和耐久性起着关键的作用。光伏组件

际标准的制修订并建立光伏质量保证评估系统以区分组件

及材料主要依据IEC相关光伏行业标准进行测试。其中IEC

设计的相对耐久性。其中第5工作组主要研究温湿度与紫

61215(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目的

外线对组件和材料的综合影响。此外，美国可能再生能源

是用合理的经费和时间，确定组件的电性能和热性能，甄

实验室(NREL)还牵头制定了“品质加严”(Quality Plus)标

别组件的设计缺陷和一些早期材料失效，但是也被认为不

准，在IEC61215基础上通过更长的测试循环、测试序列、

能有效表征组件及材料在户外的耐久性，无法据此判断其

新的表征方法和带偏压的组件测试等要求，区分不同的组

在户外的使用寿命。这主要是由于该标准大都是单一环境

件并确保组件长期可靠性[2]。国内近两年内连续起草和设

应力测试，未考虑综合环境应力对材料的影响，并且没有

立了背板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都加强了对环境试验的

对组件背面进行紫外辐照。这导致一些即使通过该IEC标准

要求。背板国标GB/T 31034-2014(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用

认证的组件，甚至数倍IEC标准认证的组件在户外仍然出现

绝缘背板)已于2014年底发布，背板行标草稿也已提交。这

材料失效或性能下降，无法满足25年的设计使用寿命。因

些新标准的设立和推广将深化人们对背板材料的认识和使

此，目前最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验证方法仍然只能是长期

用要求，规范背板选材和设计，为光伏组件的可靠性和耐

的户外实绩验证。

久性提供更多保障。

为了了解户外综合环境因素对光伏组件与材料的影
响，更好的模拟户外实际状况，开发合理有效的加速老化
测试方法，杜邦开展了户外组件和材料的老化失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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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湿热老化测试以判断组件是否有明显功率衰减和失效
(如漏电或脱层等)，一些背板厂家据此对背板进行2000小
时甚至3000小时湿热测试，这会导致背板中的PET聚酯材
料发生明显水解和脆化。但是背板在户外是否因水解脆化
而失效呢？NREL针对PET聚酯材料材料在户外水解程度进
行了理论模拟分析[3]，发现1000小时湿热老化能够模拟
PET聚酯材料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超过25年的水解程度。杜邦
的测试结果也确认了1000小时的双85测试足以模拟任何气
候条件下25年的模型[4]。在最新的IEC61730 版本中，也
是要求组件1000小时的湿热老化测试。
户外组件研究也发现基于特能®(Tedlar®)PVF薄膜的背
板并未因水解而脆化。图一显示了基于特能®(Tedlar®)PVF
薄膜的背板在户外服役4-19年后的机械性能，其拉伸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在长期户外服役后性能保持良好，并未发生
脆化和机械性能下降。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户外案例涵盖
了不同气候类型的15年以上的组件和背板，包括非常潮湿
的日本宫古岛的案例。而实验室的对比测试显示，在超过
1000小时的DH测试中，这些背板均出现了明显机械性能下
降，这显然与户外实际中的背板情况不符。

图二：特能®(Tedlar®)PVF薄膜和PVDF薄膜湿热老化前后机械
性能变化

业界已有共识该剂量远低于户外25年的组件实际接受紫外
曝晒剂量，而且组件背板的空气面并未进行紫外辐照。因
此背板国际标准草稿IEC 62788-2和背板国标GB/T 310342014都增加了紫外测试的剂量。按照典型气候地区的年均
紫外辐照剂量[8]和12%的平均紫外反射率[9]，沙漠地区的
组件背面(接线盒面)25年累计紫外剂量达到275kWh/m2，
即使是温和地区也达到171kWh/m2，相当于IEC 61215紫
图一：(左)3000小时DH测试后，TPT背板机械性能明显下降，
但特能®(Tedlar®)PVF薄膜机械性能保持稳定；(右)户外实际案
例中的TPT背板在不同气候环境服役20年后机械性能仍保持稳
定[5]

作为背板中间PET聚酯材料的外层保护薄膜不仅需要良
好的耐紫外性能，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耐湿热性能，以避免
脆化后受应力开裂，导致无法阻隔紫外线保护中间PET聚酯

外预处理剂量的11到18倍。杜邦基于表一中不同气候环境
下25年的紫外剂量，推荐了相应的测试方法[10]。
25年紫外剂量(kWh/m2)

沙漠

热带

温和

组件正面

2293

1963

1423

组件背面

275

235

171

表一：不同气候环境下组件的紫外曝晒剂量

材料。图二显示了七种PVDF薄膜和特能®(Tedlar®)PVF薄
膜湿热老化前后横向(TD)断裂伸长率的变化。七种PVDF薄

户外组件研究表明，PET背板材料在户外老化机理与

膜在横向初始断裂伸长率大都不到30%，横向具有一定的脆

PET材料长期紫外老化的机理类似[11]。图三(a)是经过195

性，而在500小时湿热老化后，所有PVDF薄膜横向断裂伸

kWh/m 2紫外老化后PET聚酯材料和耐水解HPET聚酯材料

长率均出现了明显的降低，只有不到10%，发生明显脆化。

的傅立叶红外图谱，紫外老化后两种PET材料均在1690

而特能®(Tedlar®)PVF薄膜在湿热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保

cm-1吸收峰处出现了PET聚酯分解产物对苯二甲酸(TPA)单

持稳定，未出现明显的机械性能下降[6]。事实上，PVDF聚

体的吸收峰，这表明PET聚酯材料在长期紫外老化后分子链

偏氟乙烯薄膜的脆性已得到了广泛认识和研究[7]。

段断裂。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户外服役六年的PET背板中，
如图三(b)。因此PET聚酯背板材料在户外发生的是光热老
化，应采用紫外老化来评估其在户外老化。

紫外老化
61215中对组件正面要求进行15kWh/m 2的紫外

因为PET聚酯材料容易发生光老化，所以背板需要在

预处理，试验目的是组件在进行冷热循环/湿冻试验前进行

PET中间层的两面都增加紫外阻隔保护层，如果紫外阻隔层

紫外(UV)辐照预处理以确定相关材料及粘连的紫外衰减。

自身耐候性不佳或太薄不能充分阻隔紫外线，都会最终导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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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三：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a)不同PET背板材料外层在紫外
老化前后变化(测试条件：ASTM G155 cycle9，修正方法：氙
灯，120W/m2@300-400nm，65℃ BPT，辐照102分钟，18
分钟辐照+水喷淋)；(b)美国亚利桑那州六年户外组件PET背板

致PET聚酯被紫外破坏而失效。阻隔层厚度与紫外线穿透率
的关系一般符合比尔定律，由图四可以看出，紫外阻隔层
厚度低于10微米，紫外线开始穿透阻隔层并随厚度减薄而
指数升高，如果阻隔层厚度为1微米时，365nm的紫外线透
过率会高达11%。

图五：背板表面涂层断面SEM电镜照片。(a)HPET1背板外涂层
只有1.53微米；(b)HPET2背板内层FEVE涂层厚度小于2微米

图四：紫外阻隔层厚度与紫外线穿透率的关系

一些背板厂商为了降低成本，将背板表面紫外阻
隔层的厚度减至极低，这会导致背板PET中间层的紫
外老化。图五(a)是一种HPET背板外层耐候层的截面
图，其厚度只有1.53微米，图五(b)是另一种HPET背
板内层FEVE涂层的断面图，其厚度小于2微米。对这
两种背板的涂层面进行3000小时UVA紫外老化(紫外
剂 量 共 1 9 5 k W h / m 2) ， 背 板 都 出 现 发 黄 现 象 ( 图 六 ) ，
而对比组基于特能®(Tedlar®)PVF薄膜的TPT和TPE

图六：采用薄涂层的HPET聚酯背板涂层面紫外老化后发黄，且
断裂伸长率显著下降；使用特能®(Tedlar®)PVF薄膜的TPT背
板颜色和机械性能均保持稳定。(紫外老化条件：UVA 1.2W/
(m-nm)@340nm，65kWh/m2@250-400nm，70℃ BPT)

背板材料黄度值b*几乎无变化。在机械性能方面，两
种HPET背板断裂伸长率均明显下降，而基于特能®

kWh/m 2 (相当于温和气候条件下18.9年的紫外剂量)辐照

(Tedlar®)PVF薄膜的TPT和TPE背板仍然保持了150%以上

[12]。图八显示，辐照后使用特能®(Tedlar®)薄膜的TPT背

的断裂伸长率。

板无显著变化，而PET、HPET和单层PVDF背板内层均出现

组件背板内表面和外表面一样也要经受紫外线曝晒，

了显著发黄或开裂。

图七是某PVDF背板内层在户外不到五年发生内层发黄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紫外老化并不是达到相应的紫外

象。因此有必要评估紫外线从组件正面照射时对背板材料

剂量就能模拟25年背板材料户外老化程度，还需要设计合

的破坏风险。为了模拟光伏组件对正面紫外线的过滤效果

理的样品结构，采用适当光源(比如高比例短波长的UVB可

并保证背板能够完整地从测试后的组件上剥离，试验采用

能引起非户外光老化机理)，在适当的紫外强度和温度下，

SGB玻璃、两层STR16295 UF EVA、一层FEP离型膜和背板

引入湿度和其它环境应力的影响，并与户外长期老化机理

的层压件，形成玻璃/EVA/EVA/FEP/背板内层/PET层/背

和程度进行相应关联。

板外层的结构，FEP离型膜对紫外光线的穿透没有影响。采
用1.5kW/m 2的金属卤素灯，对层压件的玻璃面进行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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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严测试”标准对背板耐候性测试的要求为81±8W/m 2
@300-400nm，70±5oC，50±10%湿度，约4000小时氙
灯辐照(总计320kWh/m2紫外剂量)。中国国内的研究机构
也已着手起草光伏产品的耐候性测试标准，相信一两年内
即会发布。
早期通过户外研究发现PET聚酯背板在户外出现较多
发黄和开裂现象。目前市场上一些PET聚酯背板是根据已有
标准测试条件逆向研发的，在经过耐水解或耐紫外改性后
可以通过一定剂量的紫外老化测试和湿热老化测试。但是
在耐候性测试时，却出现显著的机械性能下降和开裂(图九
图七：某PVDF背板内层在户外不到五年发生黄变

和图十)，表明其在实际户外使用时仍然具有较大的失效风
险。
从图九可以看出，白色PET聚酯材料和耐水解HPET聚

图九：白色PET、耐水解HPET和特能®(Tedlar®)PVF薄膜断裂
伸长率在环境耐候性测试中的变化(*测试条件：氙灯，120W/
m2@300-400nm，103℃ CHT，50%RH)

酯材料，在1000小时耐候性测试后，机械性能均明显下
图八：组件正面1075kWh/m2紫外(相当于温和气候条件下18.9
年的正面紫外辐照剂量)辐照后背板内层的变化。PET、HPET和
单层PVDF背板内层严重发黄且开裂，而基于特能 ® (Tedlar ® )
PVF薄膜的TPT背板材料无变化(测试条件：金属卤素
灯，1.5kW/m 2；测试组件结构为：玻璃/EVA/EVA/FEP离型
膜/背板）

降，甚至脆化，这是因为温湿度共同作用加速了PET聚酯分
子链的断裂。而特能®(Tedlar®)PVF薄膜却能够保持良好的
机械性能，未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现象，这说明它具有非
常良好的耐候性能。在另外一组背板样品外层的综合环境
加速老化测试中，四种改性HPET聚酯背板内层均出现了显
著开裂甚至脱层(如图十)。而相同测试条件下，对照组基于

耐候性(Weathering resistance)测试是将紫外辐照与

特能®(Tedlar®)PVF薄膜的TPT和TPE背板内外层均未开裂

温湿度结合在一起，同时对材料和部件进行老化的测试方

和脱层现象。PET聚酯背板的这种开裂和脱层现象在实际户

法，测试标准可参考ASTM G155-2005(非金属材料曝晒

外使用过程中，特别是苛刻环境下，随着EVA中紫外吸收剂

用氙弧灯设备操作规程)，在汽车等工业产品领域已得到广
泛应用。相比现有IEC61215中的单项测试，耐候性测试
将光、热、湿三种重要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考察组件和
材料在多因素协同效应下的老化情况，能更好的模拟户外
实际情况。在IEC 61730第二版修改稿和IEC 62788-7-2
(光伏材料测试程序——第7-2部分：环境曝露——塑料的
加速耐候性测试)两项标准起草过程中，耐候性测试被广泛
讨论并一度被写入正文中，但由于设备和部分现有产品难
以满足测试要求而遭到部分厂家反对。耐候性测试在光伏
领域早已得到广泛认可，前文提到的NREL“光伏组件品质

图十：四种典型耐紫外耐水解HPET聚酯背板内层在1000小
时耐候性测试后严重开裂(试验条件：氙灯，120W/m2@300400nm, 95℃ BHT, 50%RH, 紫外照射在背板空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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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图十一：基于特能 ® (Tedlar ® )PVF薄膜的TPT和TPE背板以及
耐紫外耐湿热聚酯背板外层在耐候性测试后断裂伸长率的变
化。(a)3000小时氙灯老化(无喷淋)(测试条件：氙灯，125W/
m2@250-400nm，65oC BPT)；(b)1500小时氙灯老化(有喷淋)
(测试条件：氙灯，125W/m2@250-400nm，65oC BPT，102
分钟辐照，18分钟辐照加水喷淋)

图十二：使用PVDF薄膜背板的大组件在2×(DH1000小时+200
个冷热循环)序列老化测试后，外层PVDF薄膜出现明显不规则
裂纹。

的消耗导致越来越多的紫外线穿透到背板内层，这几种背

现象。在另外两组类似的序列老化测试中，PVDF背板表面

板内层均面临较高的开裂失效风险。

同样出现了大量裂纹[13]。

能®(Tedlar®)PVF薄膜的背板在同样的序列老化后上无开裂

耐候性测试不仅需要控制光照强度和温湿度，为了

这些PVDF背板上的裂纹形态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均有

更好的模拟户外环境，还需要间断性对样品施加喷淋以模

不同程度的开裂。这主要是因为PVDF薄膜在湿热老化后显

拟自然界下雨和夜晚表面结露现象，利用材料对水的吸附

著脆化，而组件在冷热循环中对背板产生应力导致其脆化

和解吸附作用，促进材料的老化，同时对正在接受辐照的

特性显现为开裂现象。这一特征在PVDF薄膜的老化测试中

样品表面产生温度的冲击作用。依据通用的塑料耐候性老

也得以体现，如本文《高温高湿老化》一节内容和图二所

化国际标准ISO4892-2塑料——暴露于实验室光源的方法

示。PVDF薄膜这种开裂在单一的湿热老化中并未发生，因

(第二部分：氙弧灯)，对不同背板在有无喷淋条件下的耐

为即使PVDF薄膜发生了脆化，但由于没有施加户外常见的

候性老化测试的断裂伸长率的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从图

冷热循环应力，因而无法暴露PVDF薄膜开裂失效的风险。

十一可以看出耐水解耐紫外的HPET1聚酯背板在3000小
时的氙灯老化测试后断裂伸长率下降并不明显，但在氙灯

落砂试验

老化过程中引入适当的水喷淋后，该聚酯背板在1500小时

我国西部荒漠和戈壁地区拥有发展光伏发电得天独厚

老化后断裂伸长率就发生明显下降，而对比组基于特能®

的光照条件和廉价土地资源，是发展规模化大型地面电站

(Tedlar®)PVF薄膜的TPT和TPE背板的断裂伸长率没有发生

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类地区的气候类型也极为苛刻，除了

下降，说明特能®(Tedlar®)PVF薄膜可以很好的抵御综合环

更高的紫外辐照剂量和更大的冷热循环应力之外，还要考

境应力对背板PET中间层的破坏，延长其使用寿命。

虑风沙磨损对光伏组件，尤其是对背板外层耐候保护层的
影响。如果背板外层耐候保护层在户外很快被磨损减薄，

序列老化测试
组件背板材料在户外不仅直接受环境因素影响，同时
还要受到组件产生的应力影响(比如冷热循环应力、机械载

导致背板外层耐受应力开裂性能下降，影响对PET中间层的
紫外阻隔保护和水汽阻隔，使得背板失效，最终导致组件
失效和功率加速衰减。

荷、热斑以及电场等)，这些组件产生的应力与背板所受直

在2014年底发布的背板国家标准以及背板行业标准中

接环境应力叠加使得背板材料的长期户外老化和失效变得

(2014年底完成审定、等待批复和正式发布)，均对背板外

更加复杂。IEC61215中采用冷热循环(TC200)，冷热循环

层耐候保护层的耐风沙磨损性能提出了测试要求。这两项

和湿冻实验序列(TC50+HF10)等来评估环境对组件产生应

标准均推荐采用GB/T 23988-2009(涂料耐磨性测定落砂

力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采用序列老化去反映背板材料在户
外的这种复杂应力组合，结合湿热、紫外、冷热和湿冻等
应力来评估背板在户外的老化，能够发现很多单一老化测
试难以发现的问题，为组件设计和选材提供更多依据。国
际光伏质量保证工作组正在研究将紫外、动态机械载荷、
湿冻和湿热组成序列老化来评估组件和材料的可靠性和耐
久性。
以下是组件序列老化的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将冷热循
环/湿冻试验与湿热老化和紫外老化组成老化序列，研究背
板材料在紫外湿热老化后再进行冷热循环/湿冻试验后产生
的新失效模式。图十二显示了两块使用不同PVDF薄膜背板
的组件序列老化测试的结果。在两次DH1000+TC200序列
老化测试后，PVDF薄膜出现明显裂纹；对比组采用基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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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基于特能 ® (Tedlar ® )PVF薄膜的TPT背板与FEVE
涂料和PVDF涂料背板外层被磨穿所需砂量(测试条件：GB/T
23988-2009，采用直径0.25-0.65mm的灌砂标准砂)

技术

法)作为背板材料的实验室风沙磨损测试方法。该测试使用

耐热斑

特定粒径和规格的沙粒，从规定高度沿导管降落冲击背板

光伏组件热斑现象较为普遍且很难完全避免，屋顶安

外表面，直至背板外层耐候层被磨穿露出直径4mm的PET

装的组件因为散热情况通常较差，热斑更为严重。热斑的

聚酯中间层。

形成原因很多，可能包括焊接不良、玻璃脏污和阴影遮盖

图十三是基于特能®(Tedlar®)PVF薄膜背板和两种涂覆

等。热斑会导致组件局部温度显著升高，从而可能引起部

型背板的落砂测试结果。当使用0.25-0.65mm直径的灌砂

分材料失效。图十五中是PVDF背板材料在户外因热斑导致

标准砂测试时，TPT背板外层的特能®(Tedlar®)PVF薄膜需

PVDF薄膜软化而起泡。因此背板外层保护薄膜应具有较高

要超过200升的砂量才能磨穿；而外层为FEVE涂料和PVDF

的软化温度和长期耐热性能以尽量降低热斑对组件和背板

涂料的背板50升左右砂量即可磨穿。

材料的危害。

另一方面，从图十四所示背板外表耐候层落砂磨损后

采用热力学分析方法，可以测得材料的软化温度[15]。

的形貌来看，特能®(Tedlar®)PVF薄膜在磨损处厚度逐渐减

图十六显示PVDF薄膜的软化温度只有157℃左右，容易因

薄，表明PVF薄膜具有良好机械强度和耐磨性能，而FEVE

为热斑出现软化起泡甚至开裂现象。而特能®(Tedlar®)PVF

涂料和PVDF涂料磨损边缘出现明显的磨损“台阶”，中间部

薄膜的软化温度高达190℃，具有更佳的耐热变形能力，在

分完全被沙粒磨损剥落，加之所需磨穿的砂量较低，说明

高温环境和屋顶应用中耐热斑可靠性更高。

图十四：不同类型背板外表层在落砂测试后的磨穿处形貌

这些涂层较脆且极不耐磨。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室落砂磨损测试仅仅表征了背板

图十五：PVDF背板因热斑而软化开裂(美国沙漠光伏电站)

初始的耐磨损性能，未考虑塑料因户外紫外老化、湿热老
化、盐雾腐蚀以及冷热循环应力等环境因素与风沙磨损的
综合的影响和协同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塑料在户外磨损和
减薄速度随老化时间延长而越来越快的原因[14]。
其他尚需完善的测试项目
除了上述在不同标准中已经明确或已被关注的背板相
关测试项目外，还有一些标准中未完善或不够完善的项目
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比如盐雾腐蚀测试和背板耐热测试
等。
盐雾腐蚀
光伏组件耐盐雾腐蚀测试主要参考IEC61701-2011(光

图十六：特能®(Tedlar®)PVF薄膜和PVDF薄膜软化温度点

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标准，使用5%食盐水喷淋加50%湿
度静置循环来评估材料盐雾腐蚀情况。但即使最严苛测试

结论

等级7，试验中食盐水喷淋时间也只有数十小时，其他时
间为静置时间，较难模拟组件在沿海环境使用25年的真实

中国光伏行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

状况。铝型材和铝塑板行业普遍采用AAMA 2605-5标准

产品生产国和安装国，具有完整光伏产业及市场。快速发

(针对用于挤出铝型材及板材表面的具有优异性能有机涂层

展的同时频发的产品质量问题也引起了相关厂商、认证机

的自发性设计规范，性能要求及检验程序)，对涂层进行长

构、投资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为了加快我国光伏产业转

达4000小时盐雾腐蚀测试，以评估涂层长期耐盐雾腐蚀能

型升级，需要尽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配套标准以规范光伏产

力。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沿海和盐碱地安装的组件及背板材

业和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

料的盐雾腐蚀测试。

近几年随着行业对光伏组件及材料测试标准与方法认
识的逐渐提高，以及IEC各工作小组、相关光伏研究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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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测试机构等的不断努力，光伏质量保障标准体系正

Comparison of Key PV Backsheet and Module Performance

在形成。作为保障组件户外可靠性、耐久性和安全性极其

from Fielded Module Exposures and Accelerated Tests”,

关键的背板材料，相关的国际国内标准也正在逐渐确立和
完善中。
为了更好模拟户外真实环境来评估背板材料，有必要
增加紫外辐照剂量、进行耐候性测试和序列老化测试，以

IEEE Photovoltaic Specialists Conference, Tampa, FL (2013)
[5] AIST, Final Report on “Consortium Study o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olar Cell Modules with Long Life and
High Reliability”, (2014).

及针对特定使用环境开展落砂测试、耐盐雾腐蚀和耐热等

[6] W. Gambogi, Y. Heta, J. Kopchick, T. Felder, S. MacMaster,

测试，已得到行业的广泛认知和共识。通过这些测试方法

A. Bradley, B. Hamzavy, E. Kathmann, B.-L. Yu, K. Stika,

对背板材料的评估发现了一些背板存在的失效风险，而这

T.J. Trout, L. Garreau-Iles, O. Fu, H. Hu, “Assessment of

些背板失效通过IEC61215的标准测试甚至加倍测试强度都

PV Module Durability Using Accelerated and Outdoor

无法发现。比如有些背板采用超薄的紫外阻隔涂层降低成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s” IEEE PVSC 40,

本，导致紫外线穿透，经过长期紫外老化后明显发黄；另

Denver, CO (2014)

外耐水解耐紫外的HPET聚酯背板材料在耐候性测试中(紫

[7] T. Hosada and T. Yamada, “Effect of TiO2 on Morphology

外、温度、湿度、水喷淋)机械性能迅速下降脆化，在紫外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VDF/PMMA Blend Films

老化与冷热循环测试中也严重发黄，这些现象在单一的紫

Prepared by Melt Casting Process”. J. Appl Polm. Sci, ;

外光热老化中都不太明显；还有在IEC61215的单一组件湿

2014, DOI: 10.1002/APP.40454

热老化中，PVDF背板所用PVDF薄膜虽然已经湿热老化脆
化，但由于未施加冷热循环应力，所以测试中PVDF薄膜未

[8] “Weathering of Plastics: Testing to Mirror Real Life
Performance”, George Wypych, p17 (1999)

开裂，但是在湿热老化后增加冷热循环序列后，PVDF薄膜

[9] R. Chadysiene and A. Girgzdys, “Ultraviolet Radiation Albedo

就发生了严重的纵向开裂，这说明组件在冷热循环中产生

of Natural Surfaces”, J. Env, Eng. Land. Mgmnt, 16(2): 83-

的应力使PVDF薄膜开裂的风险得以被发现；通过一些特定

88 (2008)

的环境测试如落砂试验可以曝露FEVE涂料背板易受风沙磨

[10] W. Gambogi, Y. Heta, K. Hashimoto, J. Kopchick, T. Felder,

损的风险；在耐热试验中，PVDF薄膜的软化温度低，在热

S. MacMaster, A. Bradley, B. Hamzavytehraney, V. Felix, T.

斑条件下会出现软化起泡甚至开裂现象。

Aoki, K. Stika, L. Garreau-Iles, T.J. Trout “Weathering and

组件以及背板的加速老化测试和可靠性测试方法的建
立以及相关标准的形成需要行业相关人士持续深入研究、

Durability of PV Backsheets and Impact on PV Module
Performance”, SPIE San Diego, CA (2013)

加强合作攻关和不断提升完善。同时，户外长期实绩验证

[11] T. C. Felder, W. J. Gambogi, J. G. Kopchick, R. S. Peacock,

才是检验组件与材料可靠性和耐久性的最终评价标准，行

K. M. Stika, T.J. Trout, A. Z. Bradley, S. MacMaster, B.

业从业者也应该加强对组件和背板户外失效机理的了解，

Hamzavytehraney, A Gok, R. H. French, “Optical Properties

引导相关实验室测试方法和条件设置，避免机械使用标准

of PV Backsheets: Key Indicators of Module Performance

评估组件和选用材料，甚至按照所谓标准进行逆向研发，
导致产品通过各类测试但在户外仍然出现质量问题的局面
重演。

and Durability”, SPIE, San Diego, CA (2014)
[12] W. Gambogi, J. Kopchick, T. Felder, S. MacMaster, A.
Bradley, B. Hamzavy, E. Kathmann, K. Stika, T.J. Trout,
L. Garreau-Iles and T. Sample, “Backsheet and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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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
——进一步提升效率的突破口
Stephan Buecheler, Fabian Pianezzi, Patrick Reinhard, Enrico Avancini, Lukas Kranz, Fan Fu & Ayodhya N. Tiwari
Laboratory for Thin Films and Photovoltaics, Empa – 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übendorf, Switzerland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六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季刊中

摘要:
在过去的两年里，多晶Cu(In,Ga)Se2(CIGS)、CdTe和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性能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本文
将回顾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的若干关键技术突破，并通过分析目前在最高效率CIGS太阳能电池中依然存在的电损失和
光损失问题来探讨未来进一步提升发电性能的可行性。分析结果指出，在不远的中期CIGS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将有
望提升至25%。此外，本文还将讨论到多晶多结概念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甚至有望突破30%。最后，本文还简要概
述了CIGS太阳能电池市场状况并从产业视角展望其未来发展。

前言

化(BIPV)和建筑屋顶等场合上的重要因素；而这些特性也将
大幅度降低光伏系统的整体成本。

近年来薄膜光伏太阳能技术的进步让未来有望生产
出低成本、高效率且持久耐用的太阳能组件。例如，目前
Cu(In, Ga)Se2(CIGS)太阳能电池的实验室发电效率已经达到
了接近22%的优异水平，并超过了现今光伏市场主导者——
多晶硅(px-Si)太阳能电池20.4%的最高转换效率。
CIGS材料最小只需要2-3um的厚度就能有效吸收光

“为了使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最大
化，吸收层的最佳禁带宽度应该控制
在1.1到1.5eV之间，对应的最大理论
转换效率值接近33%。”

线，仅相当于多晶硅(px-Si)材料厚度的百分之一。这一优点
极大减少了制造薄膜太阳能电池所需的原材料，同时依靠

多晶态CIGS是一种稳定的P型半导体材料，可以用于

大面积沉积工艺大幅度缩短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能量回

制备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吸收层。通过改变这种材料中In和

收时间。此外，依靠薄膜技术还能通过沉积工艺制备出以

Ga元素的比例，可以调节吸收层的禁带宽度，调节范围

聚合物或金属薄片为衬底的柔性太阳能电池。柔性化、轻

为1.0到1.7eV之间。对比用于预测太阳能电池理论效率的

质化以及高效率是太阳能电池能应用在诸如光伏建筑一体

肖克利•奎伊瑟效率极限(Shockley-Queisser Limit)，可以发
现这一区间完全覆盖了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的理想禁带宽
度范围(图一)。经过计算，为了使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
最大化，吸收层的最优禁带宽度应该控制在1.1到1.5eV之
间，对应的最大理论转换效率值接近33%。现有最高效率
CIGS太阳能电池的平均能量禁带宽度为1.15-1.2eV。
不过，目前实际取得的CIGS太阳能电池21.7%的效率
记录与肖克利•奎伊瑟效率极限仍有较大差距。为此，本文
将探讨如何通过降低光损失和电损失以进一步提升转换效
率。我们相信上述记录在不久之后将被改写至25%。下面将
首先梳理一下CIGS太阳能电池是如何发展成如今的材料结
构和发电效率的，同时讨论现有最高效率CIGS电池仍然存
在损失现象的起因。
本文最后将展示如何通过多结多晶薄膜太阳能电池策
略取得接近30%的高转换效率。此外还将讨论该类型电池的

图一：单结太阳能在光谱AM1.5G的太阳能光照下的肖克利•奎
伊瑟效率极限(算上辐射复合)。图中还给出了来自不同单晶硅和
多晶硅光伏技术的效率记录

生产成本和相关厂商，突出该技术的独特优势，依靠这些
优势不但能进一步降低光伏组件的成本，还为创新太阳能
应用和新兴市场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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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基于不同工艺的CIGS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演进图：包括在玻
璃衬底上进行的高温共蒸发工艺；在柔性聚合物薄膜上进行的低
温共蒸发工艺。此外还给出了依靠低温共蒸发工艺(而不是那些高
温工艺)制备的小型组件的效率。通过使用这种高温工艺，Solibro
已经在小型组件取得18.7%的转化效率[9]。图中使用高温工艺制
备的CIGS太阳能电池和多晶硅电池的效率出自NREL[10]
图三：新型CIGS电池在减去所有损失后剩余的Jsc。内图为CIGS
太阳能电池的截面图

CIGS太阳能电池的发展简史
从1974年第一块在铜铟硒(CIS)单晶层上蒸发CdS材料

第二项主要的技术提升则是人们发现Na元素在CIGS电

的薄膜太阳能电池面世[1]，到如今CIGS太阳能电池效率突

子特性中的作用之后[4]。Na属于钠钙玻璃衬底中的天然元

破21.7%[2]，这期间试验了多种材料组合以及制备方法，

素成份，当生长温度较高时会扩散至CIGS层，并大幅度提

才形成了现有的CIGS叠层结构(如图三的内图所示)。目前效

高CIGS的电特性。此外，使用Ga代替部分In元素也能提高

率最好的太阳能电池所使用的典型衬底材料为钠钙玻璃，

吸收层的禁带宽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5]。

不过据最近报道，在柔性聚合物衬底上沉积的CIGS太阳能

在CIGS吸收层生长工艺方面，由波音公司最先

电池也取得了相近的效率，不同的是塑料衬底将沉积温度

引入的共蒸发工艺(多种不同元素靶材一起蒸发)[6]向

限制在较低水平(<500℃)。这种叠层结构的制备步骤依次

NREL开发的“三段方法“转变则为进一步提高电池

为，首先溅射一层钼层作为背电极，随后使用单元素蒸镀

效率铺平了道路，其主要表现在提升CIGS层的晶体质

或溅射工艺在电极上面生长一层CIGS吸收层，接着进行硒

量、晶界大小和电特性；得益于上述改进，2007年

化操作。接着沉积“缓冲层”材料以形成PN结，其做法

CIGS电池的最高效率被突破至19.9%[8]。图二描绘

通常是在化学浴池中沉积N型CdS材料，例如Zn(O, S)。最

了近年来CIGS电池效率提升的关键步伐，并比较了高

后通过制备透明导电氧化层(TCO)，例如掺杂了Al或ITO的

温、低温沉积工艺以及小型塑料衬底组件之间的效率

ZnO，以及金属电极网格用于收集电流。

差异。从图中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CIGS太阳能电

近年来，在CIGS电池领域，一些革新方法的出现极大

池与px-Si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不过

地促进了技术进步。第一项创新便是引入N型掺杂CdS缓冲

CIGS电池的效率记录在2011年大幅提高至20.3%[11]，

薄层(<100nm)[3]，这种缓冲层与CIGS吸收层形成了高质量

主要得益于沉积方法的优化，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材料组合

的PN结，这种结不但界面复合率低，而且CdS层对光的吸

和沉积技术的突破。

收也有所降低，光损失也随之减少了。

而全新的效率突破则是由Empa实验室最近引入新型工

Jsc[mA/cm2]

Voc [mV]

FF[%]

η[%]

SQ极限(1.15eV)

42.3

887

87

32.7

Empa聚合物衬底电池

35.1

736

78.9

20.4

与SQ极限的差距

-17%

-17%

-9.3%

表一：给出了由Empa研发的基于柔性聚合物衬底的CIGS太阳能电池光伏参数，以及与单结太阳能电池的肖克利•奎伊瑟效率极限的差
距，后者的禁带宽度为1.15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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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步骤取得的，Empa采用的方法是使用氟化钾(KF)对CIGS吸收
层进行后沉积处理(PDT)[12,13]。
根据CIGS太阳能电池的特性，如果CIGS吸收层是沉积在
无碱衬底上的，则需要采用替补工艺来添加碱元素，这里主要
使用Na，原因是碱元素能有效提升电池的性能。在2004年，
对CIGS吸收层添加碱元素的PDT概念是ETH Zurich的研发人
员提出的(该研发团队在2009年重新搬至Empa)[14]，其做法
是：CIGS吸收层生长完后开始蒸发NaF，蒸发温度为350℃，
从而将其中的Na元素扩散至吸收层中，它对吸收层电特性产生
的影响与从钠钙玻璃衬底扩散至材料层的元素相似。这种方法
的效果立竿见影，立即使柔性塑料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效率突破
现有记录[15]。

“在吸收层生长工序之后钾元素的引入
促使基于柔性聚酰亚胺衬底的太阳能电
池效率提升至20.4%”
一直以来，Na被认为是在CIGS吸收层生长工序期间或之
前对电池性能影响最大的碱元素。然而，在吸收层生长工序之
后钾元素的引入促使基于柔性聚酰亚胺衬底的太阳能电池效
率提升至20.4%，实验证明该元素能有助于提升CIGS吸收层和
CdS缓冲层之间界面的质量。在该效率报道之后不久，又有报
道称基于玻璃衬底且采用KF PDT工艺的太阳能电池效率突破了
20.8%[16]；不久之前，Solibro[17]和ZSW[2]又分别将基于KF
PDT工艺的太阳能电池效率进一步提升至21.0%和21.7%。
传统上，CIGS吸收层是采用Cu、In、Ga和Se元素共同蒸发
制备而成的。不过，目前有一种先溅射Cu、In和Ga金属先驱物
后再进行硒化和脱硫，并且采用无Cd缓冲层的方法也同样能将
电池效率提升至20%以上。
总的来说，不但要合理控制太阳能电池器件中CIGS和其它
材料层的实际成份，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应该采用合适材料生长
和结合技术，并且不对相邻材料层的特性产生任何负面作用。
类似于分布在整个吸收层上的材料组合、晶格缺陷的数量和特
性或是元素在晶界之间的相互扩散等现象共同决定了太阳能电

图四：由EMPA研发的柔性CIGS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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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成功应用在Si基太阳能电池中。然而，为了将这一概念
应用CIGS吸收层上，需要进一步提升材料的质量，因为要
求光生载流子的扩散长度相当长，才能达到它们各自的电
极栅线。
在电损失方面，主要受影响的太阳能电池参数是开路
电压(Voc)和填充因子(FF)，而最基本的影响机制仍然在探讨
中。总的来说，出现在CIGS材料层或各自材料层界面或者
晶界上的缺陷限制了器件的性能。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些机
理并研发出新的沉积方法和工艺以减少它们的影响，人们
投入了大量研究。
表一总结了Empa生产的效率为20.4%的器件的光伏参
数(图四)，并与肖克利•奎伊瑟效率极限的理论值进行了比
较。通过克服部分上述现存的限制，有希望将Jsc提高10%
至38.5mA/cm2，而Voc提高9%至800mV，以及FF提高3%
至81%。实际上，上述参数性能的提升已经被分别实现并
报道。如果将这些单个最高参数值集中到单个器件中将使
CIGS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提升至25%。要实现这一雄心勃勃
图五：四端口CIGS—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概念的示意图

的里程碑，第一步将是确定材料层和器件的基本特性，并
进行相应地设计和制备。毋庸置疑，单单对工艺进行优化

池的发电性能；充分了解这些现象的相互影响对于制备出

是不足以达到这一目标的，创新的方法将同样不可或缺。

高效率太阳能电池是非常有必要的。

先进叠层概念太阳能电池朝着30%效率前进
效率进一步提升至25%的潜能
多结器件(例如叠层或三结太阳能电池)被认为是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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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单结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效率受到

单结太阳能电池发电效率极限的先进结构概念。这一概念

基本物理极限(肖克利•奎伊瑟效率极限)的限制，该物理定

已经被成功应用在单晶III-V族半导体上，在聚光条件下的转

律假设在平衡状态下，电荷载流子的产生速率必须与复合

换效率达到了40%以上。但这些器件主要用于非常特殊的场

速率相等，并且不出现其它损失[19]。然而，实际情况是其

合，例如聚光光伏或者太空项目。在多结太阳能电池内，

它损失恰恰限制了太阳能电池的性能：这些损失包括光损

两个或多个禁带宽度不同的电池依次叠加在一起，其中顶

失和电损失。

部电池吸收高能量光子，底部电池吸收低能量光子，从而

在CIGS器件中，光损失是由于材料表面反射、TCO和

实现了太阳光光谱的优化使用，并将单结太阳能电池的理

缓冲层对光子的寄生吸收以及CIGS层对光线吸收不完全导

论最大效率值33%提升至叠层太阳能电池的44%。然而，

致的。图三给出了由Empa研发的一款效率为20.4%的太阳

这一概念尚未被成功应用在多晶薄膜太阳能电池上，主要

能电池的各项光损失分布情况，该电池的缓冲层使用的是

制约因素是缺乏能够结合高效率和高近红外光(NIR)透光特

CdS材料。在理想情况下，禁带宽度为1.15eV的吸收层可

性的技术。不过，这一情况将会被快速发展的钙钛矿太阳

以获得的最大短路电流密度(Jsc)为42.3mA/cm2。如图三所

能电池所改变，这种材料的禁带宽度可以在1.55eV到2.3eV

示，在CIGS器件中，最严重的光损失是由TCO和缓冲层的

之间调节，使其成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顶部电池的理想选

寄生吸收引起的。要消除或者尽量降低TCO对光损失的影

择，而CIGS电池则放置在底部。目前，单结钙钛矿太阳能

响，需要采用禁带宽度更高且迁移速率更快的合适材料。

电池最高效率已经突破了20.1%[10]。至于在多结器件中作

这是未来研究中的一项巨大挑战，将受到以下几项因素的

为顶部电池的应用，目前人们正在研发拥有双透明电极的

限制：光电特性、器件所能承受的最高沉积温度(<200℃)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其目的是使IR光线能透过顶部材料层到

以及材料的成本。

达CIGS底部电池。

而对于缓冲层，人们投入了大量工作寻找禁带宽度更

目前已经有多种方法能将CIGS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结

大的CdS替代材料(例如Zn(O, S))；Solar Frontier最近报告称

合在叠层器件中。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分别制备并依次叠层

通过该方法研制出了效率为20.9%的高效太阳能电池[18]。

底部和顶部电池结构(图五)；然而，这种方法将导致NIR光

此外，即使更加具有挑战性，目前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

在三个高导电TCO层中发生损失。作为替代方法，可以将钙

CIGS器件结构设计，即将电池前表面进行钝化处理的背接

钛矿太阳能电池整体生长在CIGS太阳能电池上，这得益于钙

触电池结构，该结构设计完全省去了TCO和缓冲层，而正

钛矿太阳能电池的低温生长工艺(<200℃)。目前已经开发了

负电极栅线也都将被放置在电池背部。目前，这种设计已

几种制备CIGS——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的方法，人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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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能在不久的将来将效率突破至30%[20]。基片式叠

致谢

层太阳能电池已经显示了它们在充分利用太阳能光谱上的优
势，然而作为底层电池的大面积可制造CIGS薄膜将打破NIR-

感谢瑞士国家基金、NanoTera (SYNERGY)、瑞士联邦

光损失的瓶颈，有望实现低成本多晶薄膜多结太阳能电池。

能源署以及欧盟委员会FP7 R2R-CIGS项目对本研究工作的
资金支持。

从产业视角看CIGS——CIGS市场
作者简介
虽然15年前就已涌现了多家CIGS公司，但现在人们依
然在将该产品从实验室研发转变至大规模工业生产上投入

Stephan Buecheler博士曾在ETH Zurich主修物理学，

大量精力。在过去三年里，因产能过剩引起的光伏产业危

并于2007年取得学士学位。在2010年取得ETH Zurich的博

机导致了大量公司破产。而存活下来的CIGS公司目前在扩

士学位之后，他开始担任EMPA薄膜和光伏实验室的研究团

大产能的同时依然积极投身于研发工作，目的是为了进一

队带头人，该研究团队目前主要从事高效率CIGS、CdTe和

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组件效率。Solar Frontier是目前市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包括先进叠层概念电池)的研究。

场中最大的CIGS厂家，产能超过1GW。另外，汉能集团收

Fabian Pianezzi博士曾在ETH Zurich主修物理学，并于

购了数家CIGS厂商——Solibro、Global Solar 和 Miasolé，

2009年取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加入Empa攻读博士学位，主

并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建立起超过3GW的生产线。Reinhard

要负责CIGS太阳能电池的电性能表征。在2014年，他取得

等人[21]提供了其它几家主要厂商的详细介绍。

了EMPA薄膜与光伏实验室的博士后学位，并主要负责使用

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组件生产成本是该技术的几项

先进测试工具对太阳能电池器件表征的工作。

关键竞争优势之一。例如，Solar Frontier计划到2016年将

Patrick Reinhard曾在ETH Zurich主修材料科学并于

其组件平均效率提升至16%以上[22]。而Solibro则期望能在

2011年取得硕士学位，他对材料特性和分析有着深入了

2017年将其组件效率提升至17%[23]。Manz宣布其一条年

解。2012年他加入EMPA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从事高效

产能为147MW的产线可以将CIGS组件生产成本降低至0.41

率柔性CIGS太阳能电池的研发。他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通过

欧元/W左右。博世则计划依靠其1GW产线将其平均效率为

使用碱元素特别是与钾相关的方法对CIGS吸收层的界面进

16.3%的组件的生产成本降低至0.38美元/W以下。

行改性研究。

薄膜光伏技术目前占据整个光伏市场的8%，其中CIGS

Enrico Avancini在2012年取得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物

只占2%，不过CIGS的产能正在提升。除了安装于地面的

理学学士学位，并在完成柏林自由大学的课程后，在2014

CIGS组件，轻质量和柔性CIGS产品特别适合于BIPV和屋顶

年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他作为博士学生加入

安装。全球屋顶市场预计将从2013年的23GW提升至2017

EMPA薄膜与光伏实验室。

年的33GW，如果考虑金属屋顶和建筑物墙面的话，这将是

Fan Fu在2013年取得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的材料科学硕

一个巨大的市场[24]。预计到2020年与建筑物相关的CIGS

士学位，随后他加入EMPA攻读博士学位。他目前的研究领

市场将增加25到30GW。柔性和轻质太阳电池组件能直接

域主要集中在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设计、合

叠加在例如金属建筑部件上，从而进一步降低发电成本并

成以及表征工作，并探索它们在结合CIGS电池的叠层结构

增加其它功能。

的潜能。
Ayodhya N. Tiwari博士拥有印度鲁尔基大学的硕士学

“最近所取得的太阳能电池层次的效
率提升是未来CIGS太阳能电池组件整
体效率能达到17%以上的基础”

位，以及位于新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IIT)的博士学位。他
目前领导着EMPA薄膜与光伏实验室的研发工作，同时兼任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名誉教授。Tiwari教授是Flisom AG
的联合创始人和主席，该公司主要从事单片互连柔性轻质
CIGS太阳能组件的生产。

总体来说，最近所取得的太阳能电池层次的效率提升
为未来将CIGS太阳能电池组件整体效率提高至17%以上打

垂询方式

下了基础。当研究界成功将太阳能电池效率提升至25%以上
时，大面积组件的效率也将有望突破20%。毋庸置疑，叠层

Dr. Stephan Buecheler

太阳能电池将有望实现更高的性能，虽然这意味着要为顶

Laboratory for Thin Films and Photovoltiacs

部电池增加额外工艺生产线。然而，假设生产成本主要由

Empa, 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s Science and

衬底和封装决定，则生产出高效率光伏组件并降低太阳能

Technology

发电成本将是切实可行的。这里所提及的效率目标可能看

Überlandstrasse 129, 8600 Dübendorf, Switzerland

起来相当雄心勃勃，但是回顾CIGS和聚合物半导体薄膜光

电子邮件：stephan.buecheler@empa.ch

伏的发展历程，这些目标在未来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

公司网站：http://www.emp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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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平均转换效率超过20%，并可大规模工业
化生产的PERC电池的研究
Wei Shan1,2, Xiulin Jiang1, Haibin Yu1, Yong Liu1
1Cell

R&D Center, JA Solar Holdings Co. Ltd, Yangzhou, China; 2JA Solar USA, San Jose, California, USA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六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季刊

摘要:
受益于氧化铝钝化硅表面技术的革新，最近钝化发射极和背表面电池(PERC: Passivated Emitter and Rear Cell)概
念在硅光伏工业领域显示出了复苏迹象，并推动了P型太阳能级单晶硅片(单晶硅)的应用，同时，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
在过去两年间突破了20%。而晶澳太阳能通过对工业化生产级别的PERC太阳能电池的不断研发，只需对现有传统背表
面场(BSF)电池生产平台稍作改进，便能实现采用P型提拉法硅片太阳能电池的大规模生产，平均效率超过20.5%。不仅
如此，实验结果还显示，同样的技术应用在基于种晶定向凝固法制备得到的高质量多晶硅(多晶硅)片的太阳能电池上，
并结合晶澳太阳能具有知识产权的陷光技术后，其大规模生产的平均效率也突破了20%。

前言

另一方面，氧化铝钝化硅表面技术是由Jaeger &
Hezel[7]在将近30年前提出的。由于近年来对低成本高效

钝化发射极和背表面电池(PERC)，或者严格地说是钝

率太阳能电池的需求的迅速增加，以及硅片价格的稳步降

化发射极和背表面局部扩散(PERL)电池，一直被认为是能在

低，Al2O3钝化技术的影响力开始逐步复苏，并得到了更紧

单结硅片上取得高转化效率的电池结构[1]。研究发现，如

密的研究。大量研发团队已经通过实验证明Al2O3薄膜或是

果传统背表面场太阳能电池的整个背面金属电极被钝化层

Al2O3/SiNx介质叠层能大幅度改善钝化效果，尤其是对于P

或叠层以及许多细小局部栅线电极所替代，则背表面的复

型硅表面，从而替代常用的高温方法，后者将硅片放置于

合速率将会大幅度降低，电池在长波光段(低能量光子)的光

高温热氧工艺生长设备上进行混合气氛退火以形成表面钝

谱响应也将有所提高，从而增加短路电流密度。此外，开

化[8,9]。对Al2O3钝化硅表面的物理机制的理解重新激起了

路电压也将因为短路电流密度的增大和二极管背电极复合

硅光伏研究界对PERC的研发兴趣。在前几年，得益于高产

电流减小而有所提高[2, 3]。通过在背部使用氧化物钝化层

能光伏专用的基于多种沉积方法——例如空间原子层沉积

和局部扩散电极，结合在前表面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和减反

(ALD)方法和等离子增强化学沉积(PECVD)方法的Al2O3沉积

射膜，赵先生和他的合作者[4]在1998年报告了在使用P型

设备的出现以及针对光伏工业的适应性改造，已有相当多

浮法型硅片的单结PERC太阳能电池取得了接近25%效率。

的工作(例如Kessels & Putkonen等[10]的论文及其引文)投

从理论上来说，PERC概念的优势在于它不必像叉指型

入到了Al2O3薄膜钝化PERC电池背部的研究当中。所有这些

背电极(IBC)和本征薄膜异质结(HIT)电池(可参考Maruyama

工作都加快了PERC概念从实验室研究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等[5]和Mulligan等[6]的文章及其引文)那样对硅片质量有非

高质量太阳能电池的转变速度。

常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还可以应用在P型硅片

本文接下来将具体介绍，通过将少量额外工艺步

上，这是光伏行业一直以来主要使用的硅片类型。然而，

骤——包括Al2O3/SiNx叠层在硅片背面的沉积以及通过脉冲

多年以来，PERC结构概念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晶硅太阳能

激光开槽的方法制作局部接触电极图案—等加入到主流传

电池的转变受到了严重限制，主要原因是用热氧工艺获得

统BSF电池生产工艺流程之中，可以将使用商用P型单晶硅

高质量钝化效果的技术非常复杂。此外，还需避免局部扩

片制成的PERC电池的平均效率稳定在20%以上。此外，晶

散工艺在不显著降低硅片质量的前提下制备局部电极，以

澳太阳能在最近取得的实验结果显示，将同样的技术方法

及控制与电池生产工艺相关的制造成本。

与先进陷光方案相结合，同样可以将使用铸造型多晶硅片
制造的PERC电池的平均效率控制在20%左右。

“PERC概念的优势在于它不必像IBC
和HIT电池那样对硅片质量有非常高的
要求”

实验详细信息
PERC电池实验原料采用的是太阳能级硅片，由掺硼的
P型提拉法单晶硅锭切割而成。这些硅片面积采用典型商用
尺寸，通常为156mm × 156mm，厚度为180±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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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体阻抗则均在1.0-3.0:-cm之间。
图一显示了PERC电池的器件结构。该电池结构除了背
部之外，其余部分均与传统全覆盖BSF电池相同。电池前表
面涂覆了一层均匀的发射极(重掺杂n+层)，是在使用各向异
性刻蚀法对硅片表面进行制绒后在其上面进行热扩散磷元
素掺杂而成的。
在发射极顶部，有一层由PECVD工艺沉积而成的SiN x
层，起到减少反射光和对前表面进行钝化的作用；接着还
在表面沉积大量与发射极直接接触的金属(Ag)电极栅线。而
电池背部则是由Al2O3/SiNx电介质叠层覆盖着的，位于顶部
厚度较大的铝层则作为导电电极。电介质叠层的制作过程
分成两步，首先是使用ALD或PECVD工艺在裸硅表面沉积
一层非常薄的Al2O3(~5-25nm)；紧接着使用PECVD工艺沉

图二: 局部BSF构造的截面SEM图

积一层较厚(≥100nm)的SiNx层。
通过脉冲激光工艺在Al2O3/SiNx叠层上划开一系列凹槽

该结构也被称为LBSF。该结构的特点之一是Al和Si之间的

可以实现铝与硅片的接触。凹槽图案是预先设计好的，电

欧姆阻抗非常低。在共烧结过程中，电池前表面丝网印刷

极只能透过凹槽才能实现与硅片的接触。而重P +掺杂区域

Ag栅线也同时在高温条件下穿透SiNx与n+发射极直接接触。

正好处于开槽区域下面，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局部背表面场
(LBSF)。通过该方法，电极数目以及金属电极总面积和硅在

结果与讨论

Al金属化(形成电接触)期间的溶解都能得到很好控制。
图二的截面SEM(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展示了一个PERC

ALD和PECVD这两种工艺都能用于在硅片表面沉积氧

电池背部的局部电极细节。从图中可以看到，厚厚的Al层通

化铝薄膜。实验结果显示在金属化之前背表面的复合速率

过丝网印刷工艺印刷在硅片背表面上，位于顶部的Al层与其

可以被很好地控制在100cm/s以下，而开路电压(iVoc)则在

下面的Si衬底没有直接的接触，因为它们被一层Al2O3/SiNx

680-690mV之间轻微波动。考虑到本次研究所使用硅片的

叠层(厚度太薄而无法在图中显示出来)所分开，只是通过一

质量，以及制绒表面远远大于实际硅片面积的情况，这些

个碗状的凹槽穿透电介质层伸入Si体内部。凹槽区域是由Al

数据与文献[12](可参考Werner等[13]所写文章及其引文)所

与Si由名为“共烧结过程”[11]的快速热处理形成的合金，

报告的结果非常吻合。

图一：PERC电池结构示意图(不按实际比例)

72

w w w. p v -te ch .c n | @ 每日光伏新 闻

www.lamershts.com

Setting the solar standard
in purity & safety
Lamers High Tech Systems公司专为对超高纯
度(UHP)气体和液体进行运输与控制时所使用的
系统安装、模块和设备部件进行开发、工程预
制、建造质量认证和调试。

我们的愿景是为顾客提供超高纯度液体处置、
调配、运输的解决方案，并在将购置成本降至
最低的同时，保证产品仍具有最高的质量与可
靠性。

An investment in safety and efﬁciency

包括TMA运输系统在内、针对OEM系统和电池制
造系统所开发的高纯度子生产线可完美支持ALD
和PECVD电池类型，以获得更高的电池效率。
IBC处理系统是一款简单、安全、有效的危险化学
原料处理设备，是集成化学品分配专门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Lamers High Tech Systems
De Vlotkampweg 38, 6545 AG Nijmegen
P.O. box 46, 6500 AA Nijmegen,
The Netherlands
Tel: +31 (0)24 - 3716777
E-mail:info@lamershts.com

技术

电池工艺

单晶硅 PERC电池

以及一块效率为19.1%的全覆盖BSF太阳能电池的归一化外

由于PERC电池背面的表面复合速率已经被大幅度降

部量子效率(EQE)曲线。图中的绿色区域代表的是标准太

低，而二极管复合速率也已经通过将金属覆盖面积从传统

阳光谱(大气质量1.5global-AM1.5G)的光通量大小，它由

全BSF的100%降低到只占局部BSF背面一小部分区域得到了

EQE测量光谱的波长决定。如图三所示，虽然这两个样品

大幅度降低，使用商用单晶硅片的太阳能电池效率直接提

在短波光区域的EQE差别不大(因为这两个电池样品在前表

升至了20%以上，远高于全覆盖BSF单晶硅电池的大于19%

面的器件结构是相同的)，但在长波光区域的差异却非常明

的基线。

显。PERC电池在长波光区域的光谱响应有着明显的优势，

图三显示了一块效率为20.25%的PERC太阳能电池[14]

这是提高电池转换效率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更多被这个
波段的光子激发的载流子可以被收集，从而大幅度减少
Al2O3背钝化区域附近和金属电极区域的光生载流子复合。
图中的黄色区域则描绘了光通量之差(~9.3×1016/cm2)，意
味着在一个太阳(AM1.5G)光照的短路连接条件下有更多的
载流子流出电池。量子效率的提升不但将短路电流密度(Jsc)
提升了大约~1.5mA/cm2，同时也将PERC电池的开路电压
提高了10.0mV以上。其结果是PERC电池的绝对效率比全覆
盖BSF电池高出1%。
为了展示工业研发的真实结果，图四给出了从多次实
验中随机抽取的一次实验得到的系列电池参数结果：图中
显示了关键电池性能参数，包括开路电压(V oc)、短路电流
(I sc )、填充因子(FF)和转换效率((η)的变化。在本次实验

图三：效率为20.25%的PERC电池(红色三角形/线)与效率为
19.1%的传统全BSF电池(蓝色圆圈/线)的EQE对比。阴影绿色区
域是在AM1.5G太阳光线下的光通量，而黄色区域则表示PERC
电池和传统电池的EQE之差在波长方向积分得到的光通量

中，一批总数为400块的全方块单晶硅片被平均分为4组，
每组电池都施加不同的工艺条件。从图中可以看出每组电

图四：从一轮实验中得到的关键电池参数(分别为Voc、Isc、FF和η)变化。这批电池被平均分为4组并施加不同的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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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效率为20.1%的多晶硅PERC电池I-V特性。内图显示了在
将1600片电池分成4组后得到的电池转换效率分布情况。

图六：效率为20.1%的PERC电池(mc-PERC，红线)与效率为18.0%
的传统多晶硅电池(mc-BSF电池，蓝线)的反射率和EQE对比。

池的平均效率都在20.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次实

方案集成到PERC结构后，在Al金属层的钝化作用下，电池

验中的每个电池片组被施加于稍微不同的工艺条件，但它

的光谱响应发生了显著改变，从而有效提升电池Isc和Voc。

们却得到了几乎相同的转换率，这表明PERC电池的工艺容
错度是相当大的。

“绝对效率提升1%主要归功于集成了
具有知识产权的陷光方案”

多晶硅PERC 电池
由定向铸造法制得的多晶硅片因其相对较差的晶格质
量，传统上被认为只适合于制造低成本但质量普通的太阳

结论

能电池。在过去几年，得益于定向晶粒凝固法的发展，拥
有统一晶粒尺寸和较低位错密度的高质量多晶硅硅片已经

为了验证电池的设计效果和相应的制造工艺，并判断

实现了产业化并商用[15-17]。由这些高质量多晶硅片制得

设备是否能改装成现代大规模生产平台，最重要的是持续

的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比正规多晶硅片制得的电池效率平均

提升电池性能和测试电池的可靠性，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

高出~0.3-0.5%。例如，在晶澳太阳能的大规模生产中使用

了多次实验并总共制造了超过100,000片电池。本研究工作

这种硅片的电池平均转换效率目前能达到~18.0±0.1%。

中报告的商用版本丝网印刷PERC电池展现了比传统全覆盖

目前我们将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基准效率设定为18%。

BSF电池更优异的性能，不管使用的是单晶硅片还是多晶硅

但在2014年上半年，通过在高质量多晶硅片上采用与上述

片(用这两种硅片制得的太阳能电池的平均效率分别超过了

单晶硅电池相同的PERC技术工艺，我们将多晶硅太阳能电

20.5%和20.0%)。

池的平均转换效率提高到了19%以上。为了进一步提高电池

在PERC电池生产中，依靠在硅电池背部增加Al2O3介质

质量，晶澳太阳能提出了具有先进知识产权的陷光方案，

钝化层或者是Al2O3/SiNx叠层，以及激光开槽局部接触电极

以解决传统多晶硅片酸性制绒表面的高反射率问题。多晶

(LBSF)结构，不需要依赖最高质量的P型硅片就能将电池效

硅电池的平均效率因此得到了逐步提升，最近更是达到了

率提升1%。不仅如此，该工艺还能用在传统硅太阳能电池

20%以上。图五显示了从一批这种多晶硅PERC电池上抽取

制造平台上，并且不必大规模改变电池工艺流程。值得注

的单块样品测得的I-V特性；其转换效率为20.1%。这批总

意的是，通过依靠Al2O3而无需将硅片放置于高温热氧化环

数为1600片的电池被平均分成4组，图五的内图显示了这

境中就能取得优质的钝化效果，这也大大降低了制造晶片

些电池的效率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图中的电池效率分布较

硅太阳能电池所需花费的成本。使用短脉冲激光消融接触

宽散，这对于多晶硅电池来说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是多晶

槽的工艺完全能与丝网印刷电池制造平台兼容。当然，正

体的晶格质量变动较大，即便所使用的是高质量硅片。尽

确选择沉积方法和设备，包括激光消融设备以及将它们顺

管如此，对于硅光伏行业来说大约20%的平均转换效率仍然

利地集成到现有电池生产线中，同时优化工艺参数，是能

是值得称道的成绩。

大规模制造PERC电池时的关键所在。幸运的是，得益于高

在本实验中，电池的绝对效率提升了1%，主要得益于
将具有知识产权的陷光方案集成在硅PERC电池制造流程

产能Al2O3沉积设备和脉冲激光加工设备的快速发展和商业
化，要成功实现上述关键点已经变得容易得多。

中；其主要作用是大幅度降低多晶硅电池表面的反射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全球超过90%的光伏组件都

图六显示了PERC电池的EQE图和反射曲线，并与效率只有

是采用晶硅片技术制造的。而这些组件中的大约35-40%又

18%的传统多晶硅电池进行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将陷光

是采用提拉法单晶硅片制造的，剩余 60-65%则是采用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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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法多晶硅锭制造的。在这些组件中，有超过95%都是

of single Al2O3 layers and Al2O3/SiNx stacks for the surface

采用P型硅片，占据了全球太阳能发电的主导。因此，随着

passiviation of silicon”, Energy Procedia, Vol. 8, p. 307.

PERC电池性能的持续提升，将PERC器件结构应用在主流P
型硅基太阳能电池上将会成为未来数年的主流技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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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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vador Ponce-AlCantara, Alberto A. Vivas Arangu, Guillermo Sanches Plaza
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瓦伦西亚纳米光电子技术中心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六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季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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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0.22%。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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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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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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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单层含氟聚合物：一种降低背板成本并保持令人

入。此外，考虑到组件效率，总反射率对于减少电池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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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的功率损失和提高组件效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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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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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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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光学的角度讲，照射到光伏组件的太阳光会被组件

大进步已经使薄膜的耐紫外线辐照方面得到了大的发展。

组成部分反射，吸收或者透射。McIntosh等人[1]和Jaus等

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对多种白色背板的光

人[2]在图一中展示了入射光线可以被玻璃(2)和封装层(4)，

学性能及其对光伏组件短路电流(Isc)的影响做了研究。研究

太阳能电池片(5)和背板(7)所吸收。此外光线被空气和玻璃

的结果将在文中发布。

(1)、玻璃和封装层(3)、封装层和电池片(6)及封装层和背板

通常人们认为光伏组件的短路电流和功率与背板的总

(8)之间的界面接前表面金属栅线所反射。这些反射光通常

反射成比例[5]。本文将说明这种说法并不总是成立：另外

是杂散的，尤其是从背板来的反射，会在玻璃和空气之间

一个重要的参数，即背板反射光的角度分布必须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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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双层含氟聚合物：这主要包含外层的Tedlar乙烯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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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ș)可由下面的公式给出：
图四：光伏组件光反射响应的放大照片

(1)
件背板上，这反射光线会有以下行为；
玻璃和封装材料的折射率为1.5，要使光线再反射回电

1. 如图二所示，根据方程2，直径为L/2的光斑将被反

池片，在玻璃-空气见面的反射角(ș)的最小值为42度。小角

射而从组件中逃逸。光斑中心的亮度最大(镜面反射成分)，

入射的光线大部分从光伏组件中逃离，不能为电池片的电

且光强随着到中心距离的增大而降低。

流增加做贡献。

2. 而且由于内反射角在玻璃和空气的界面处大于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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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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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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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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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这些，把条件初始化到光束照到白色的光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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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传统光伏组件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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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ReŇecƟon coeĸcient

90%
80%
70%

(3)

60%
50%
40%

图五给出了在大气质量1.5G光谱下采用不同电池片封

30%

装材料的背板的总反射情况。总反射率有较大的变化，这

20%

主要和电池片周边的背板材料相关；总的来看，乙烯/乙酸

10%

乙烯酯聚合物看起来是最佳选择。而且，采用同样材质的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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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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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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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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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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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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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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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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可以看出，如果镜面反射的成分很高，则大部分的光

光伏组件的漫反射理论估计值比较接近[8]。对于总反射相

会从光伏组件中逃逸而不会对电流密度的增加做出贡献。

同的不同背板，能够实现全反射的百分比有明显的差异。

由于这个原因，除了总反射率之外，还应当考虑反射光的

总反射相同的前提下，镜面反射率最高和最低的背板的全

角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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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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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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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测量
这里Reff是等效反射率，RC(α)是玻璃和空气界面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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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率，CR(α)是入射角为α时光线被反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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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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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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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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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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对于高反射背板平均总反射率为86+/-2%。根

生变化)[9]。这二者都会对太阳能组件的功率有影响。因为

据方程4，从背板上反射的光从37.8+/-4%变到44.7+/-4%。

背板的反射导致的光强的变化较小，所以在这里假定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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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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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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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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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电池片的活性区所吸收。而且光强的变化还会对开路电

图九给出了背板反射效应导致的短路电流密度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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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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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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0.36%的绝对功率的差别。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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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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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具有相近电学性能的156mm x 156mm x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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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mm的高功率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来研究背板的光学

10%

性能对光伏组件短路电流的影响。光伏组件采用一个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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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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l LamberƟan reŇ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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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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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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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Ɵmated Isc variaƟon per mm

0.60%

图十给出了单位背板间距对短路电流的影响极其标准

0.55%

误差。假定电流变化与电池片之间的间距成正比[1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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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论计算中没有考虑。而且，这种效应对高反射率的背板更
0.40%

加明显。

0.35%
Specular compon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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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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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Specular component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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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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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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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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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mental Delta Isc per mm

0.80%

背板间的比较，则功率差别为0.27%/mm，意味着标准光伏

0.75%

组件0.54%的功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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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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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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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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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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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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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保持不变。图中还包含了总反射率较低(73+/-2%)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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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的数据。

的功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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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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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验结果估计了背板光伏特性对光伏组件成本的

米：这种情况下在相同的总反射前提下，具有较低镜面反

影响，在计算过程中假定背板的成本是相同的。我们参考

射的背板的光伏组件有一个0.2%的的绝对功率增加。

的出发点为，组件由60块多晶硅电池片构成，在标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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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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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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光伏组件

背板的组件成本可节约0.14美分/峰瓦。对于一个60兆瓦的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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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由能源2013.10.1.5CHEETAH项目[(编号

来说，成本可节约0.34美分/峰瓦，对于一个60兆瓦的电站

609788)“通过材料优化和提高光伏组件的能量输出来降低

来说，一年可以节约206000美元。

成本：加入欧洲对光伏工业支持的研发努力”]和瓦伦西亚

这些结果表明，除了效率提高外，背板可以降低单位

动态大学科技园区推动计划项目资助，特此感谢。

峰瓦的价格，从而降低电站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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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分别为84000美元和206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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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欧洲地区
英国开发商截止日期前急于完成项
目以获得ROC支持

SPI拟在美国安装浮动式光伏项目

来扩大可再生能源项目。

项目开发商Solar Power (SPI)，三
月末与Aqua lean Energy (ACE)合作，

中东及非洲地区

在加州、亚利桑那州、德州和新墨西
由于开发商及时完成及并网光伏

哥州建设浮动式光伏项目。

电站项目以获得一个现已部分到期的

ACE与SPI将合作开发浮动式光伏

计划的资金支持，英国市场在年初出

电站，相当于联合规模超过50MW。

现了年度活动的激增。

他们将通过创建一家合资控股公司

可再生能源责任(RO)计划是英国

Aqua Clean Energy Fund进行。

Enel在南非开工建设三座光伏发
电站
可再生能源公司Enel Green Power
(EGP)日前在南非开工建设三座光伏发
电站，总计231MW。

主要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截至四

该公司将利用可回收材料制成的

月一日前仅应用于大型太阳能。RO对

一个浮动式太阳能平台，其将使光伏

这三个项目是根据南非可再生能

绿色能源发电商发布可再生能源责任

电池板能够安装在水体，如水库、石

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划(REIPPPP)第

认证(ROC)，这些发电商之后向获得许

矿湖、灌溉水渠或整治和尾矿水库。

三阶段EGP成功投标的一部分，总计

可的电力供应商出售证书，从而，按

该公司希望其将产生很小的环境影

313.5MW的光伏项目。

照ROC所标明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获得

响，并减少水分蒸发。

自新财年开始，小于5MW的光伏

玻利维亚规划首座并网光伏发电站

得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角逐总资金。

玻利维亚政府二月中旬委托德国
工程公司DEEA Solutions对将成为全

在截止日期前的预备阶段装机容

国首座并网光伏发电站的项目进行可

量最终安装数字也逐步变得清晰，很

行性研究。该耗资二十五万美元的研

可能超过1GW，分析师预计，由于为

究将审查位于该国西部奥鲁罗的一座

了享有RO补贴，并按时建设项目，

20MW电站的选址及设计方案。

2015年英国将是五大光伏市场之一。

部的官方通讯社发布的一份声明，一

日期前建成，承包商承担着“巨大的

旦竣工，该拟议电站将连接到玻利维

风险”，此外，迅速并网到高压线路还

亚的国家电网。

美洲地区

在十公顷的校园安装一座光伏电站。

方式的细节。他还表示，拟议的位置

该设施将在昆士兰大学太阳能补
贴下用于研究目的，与该大学四年前
安装的一个1.22MW屋顶系统一起，探
索太阳能更有效地融入电网的方式。
该电站是首个使用多种安装技
术，包括固定倾角、单轴和双轴跟踪

软银开始运营19.6MW大牟田Miike
港太阳能园区

器技术，以测试最佳方案。其还将拥
有电池储能以测试短期和中期储能、
其影响电力供应的方式以及其潜在经

英利为位于新泽西州的10MW

日本软银旗下光伏项目开发商

Frankford太阳能园区、3.5MW

部门SB Energy日前完成及并网其

Holland太阳能园区及位于新泽西州的

19.6MW大牟田Miike港太阳能园区。

三季度全面投入商业运营。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3.275 MW
Gatton太阳能研究设施日前竣工。

有给出关于该电站获得融资或支持的

目提供15.5MW太阳能组件。

预计这三个设施都将在2015年第

昆士兰大学3.2MW研究设施竣工

该大学与美国公司First Solar合

一级光伏组件制造商英利绿色能

事业规模多晶硅YGE-U系列电池板。

澳洲地区

作，利用逾3.7万千个薄膜光伏电池板

亚洲地区

2MW Brickyard太阳能园区提供公共

Pulida项目的权利。

玻利维亚能源部长表示，预计该

位于太阳能资源充足的高原地区。

Energy在新泽西州的三个地面安装项

EGP还被授予在南非建设82.5MW

电站成本将约为四千五百万美元，没

英利绿色能源为三个新泽西项目提
供15.5MW太阳能组件

源在四月初表示，将为EPC公司Marina

省，安装量为66MW。

根据玻利维亚碳氢化合物兼能源

业内人士表示，为使项目在截止

会“引发电网问题”。

82.5MW的Aurora项目将建设在北开
普省。Tom Burke电站将建设在林波波

项目将继续执行RO，而大于该标准的
将实施差价合约计划。差价合约将使

三个项目中，Paleisheuwel电站安
装量将为82.5MW，位于西开普省，

补贴。

基于一个家庭每年消耗3,600
kWh计算，据说该光伏发电站将为约

济利益。
该项目获得教育部4070万澳元拨
款的资助。除了First Solar，该大学正
在与新南威尔士大学、AGL PV Solar
Holdings合作。

五千五百七十户家庭生产足够电力。
与三井(Mitsui)合作，SB Energy旨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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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公共事业规模光伏电站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高级记者。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七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期刊中。

凭借安装和维护成本的降低，将系统直流电压从

构从600V DC 变成1000V DC ，其成本和效率得到了极大改

1000VDC提高至1500VDC的新一代光伏电站结构主导了

善。同样地，过渡到1500VDC的过程也带来了更高的效率

更具成本效益和生产力的公共事业规模电站领域。Mahesh

和更大幅度的成本降低。在直流零部件，如电缆、汇流箱

Morjaria、Kevin Collins、Michael Stavish和Greg Ball等人

和逆变器等，具有相同的载流量(电流承载能力)时，较高的

共同探索了相关技术发展所遇到的挑战，以及为应对这些

电压操作可实现更大的输出功率。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中

挑战所进行的努力。

低压变压器和相关开关设备间的合并。并进一步提高系统

过去几年里，光伏组件价格的迅速下跌在公共事业规

设计在优化效率和/或成本方面的灵活性。

模电站的成本下调和降低太阳能购置门槛等方面起到了显
著的作用。但是，太阳能必须进一步降低成本，才能实现

1500VDC产品及其标准

与传统能源相比具有全面的成本竞争力的目标。例如，美
国能源部SunShot计划已设定相关目标，在2020年前将公

美国公共事业规模市场采用1000V DC系统这状况是由

共事业规模光伏系统的安装成本降低至US$1/W以下，从而

新世纪最初几年内国际产品的可用性和设备安装的优先

将太阳能生产成本降低至US$0.06/kWh以下。

性——主要是欧洲地区，所决定的。这些产品最初只具有

自从SunShot计划在2010年开始实施以来，美国公共

国际标准认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产品为满

事业规模光伏系统的平均成本从之前的0.21美元/千瓦时下

足市场需求通过了美国标准的认证。最近，2014年版的美

降到0.11美元/千瓦时。对于一个典型的联网公共事业规

国国家电气规范(US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已经将其低

模光伏系统来说，系统平衡(BOS)成本目前占系统总成本的

压阈值由600V DC提高至了1000V DC，消除了在600V DC和

60％-70％，此前这一数值始终低于50％。因此，进一步降

1000VDC项目安装中不必要的差别要求。与过去相似，此次

低成本的关键在于改善BOS组成。

电压升至1,500VDC的部分原因是由于IEC标准将1,500VDC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美国公共事业规模光伏系统的架

划归至了低电压范围，使得零部件和产品均极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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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将1500VDC与1000VDC安装系统进行比较

电气设计：
直流接线、接地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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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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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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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

⭧ӄ䖹儎Ⲻࣕ⦽ᇼᓜθ᮪։ᡆᵢ᭾⦽Ⲻᨆ儎ਥԛ䙐䗽ֵ⭞䖹ཝⲺVDC䘼ಞᶛኋ⧦Ⱦӝ
ㅜਾ,(&ૂ8/䇚䇷Ⱦ

其他直流BOS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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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系统的设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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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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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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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的PID
(潜在诱导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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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具有资质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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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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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流程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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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现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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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工程评估结果

作为一家以光伏组件生产作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的垂

新一代1500V DC电站产能。这些已被广泛应用在风力发电

直一体化公司，First Solar公司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将其

行业的技术已调整至能够适应光伏直流系统。例如，GE已

组件的输出特性“调整”至与新1500VDC标准相匹配。在

经在2009年作为风转换器衍生产品而引入欧洲的1MVA

开发这些新一代CdTe薄膜组件(4系列)过程中，公司除了获

ProSolar平台基础上，开发出了新的4MVA ProSolar逆变

得额外转换效率，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优势。实际上，为

器/变压器系统。与 1000VDC的电站相比，这些产品可使电

1500VDC进行优化的组件在效率和最大输出功率方面，相比

站的设计平台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并增加每个逆变器所承

于1000VDC的产品具有更佳的性能。

载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或是在维持太阳能电池阵列规模的

此外，First Solar及其BOS零部件供应商正合作开发

同时减少电线和电缆使用。1500VDC电站的设计平台可在保
持高功率输送的同时降低安装和维护成本。

技术与监管挑战
在向北美以及其他国际目标市场输入新一代电站的流
程中，在审批和具体操作方面会遇到许多技术和监管上的
挑战。有些挑战是任何新技术在其早期应用过程中都会碰
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组件还是逆变器所具有的现场
操作经验均极为有限。由于现有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
准是针对1500VDC系统的设计和安全性进行规范的，在很多
地方，尤其是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其监管方面的挑战并不
高。所面临的挑战较大的市场是美国市场，因为该市场缺
图一：1500VDC直流功率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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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针对1500VDC系统的现有标准，通常会导致很难从具有司
法管辖权的地方政府那里获得电站施工许可。

PVsDiscovery
ݿՅsਇ⧦
PVsDiscovery, not only a testing service, but also a PV testing data exchange platform.
How to purchase high-quality PV modules? How to differentiate the quality of them?
s PVsDiscovery – PV Module Power Degradation Big Data Analysis
s PVsDiscovery – PV Module Outdo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Lead you to explore the “black box” of PVsDiscovery.
F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ivity is subject to TÜV SÜ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sult...
ݿՅsਇ⧦θуӻӻᱥж亯⎁䈋ᵃࣗθᴪᱥݿՅ⎁䈋ᮦᦤⲺӚӈᒩਦȾ
ྸ䍣Ҧ儎䍞ݿՅ㓺Ԭϋྸ॰࠼ݿՅ㓺Ԭ㢥㧖ϋ
s ݿՅsਇ⧦ҁݿՅ㓺Ԭࣕ⦽㺦ࠅཝᮦᦤ࠼᷆
s ݿՅsਇ⧦ҁݿՅ㓺Ԭᡭཌᙝ㜳䇺զ
ᑜᛞжੂ᧘㍘ݿՅਇ⭫Ⲻć唇ⴈᆆĈȾ
ᵢ⍱ࣞᴶ㓾䀙䠀ᵹᖈTÜV SÜDᡶᴿθᴪཐ䈜䈭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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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典型1500VDC 光伏电站。电站的关键组成零部件与之
前在1000VDC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中所使用的相类似——
组件、直流电缆、汇流箱、逆变器和进行交流电压升压的
地台式变压器。但是，在这一设计中，各零部件均为满足
1500VDC的要求而专门设计。
各组件以组串形式进行连接，每列组件数量由1000VDC
系统中的10个增加至15个。各组串通过直列保险丝连接至
串接带，串接带另一端则连接至汇流箱。一个典型的汇流
图二：1000VDC和1500VDC电站布局示例

箱可通过地下馈线电缆对为96列(133kW)组串的逆变器提
供电源。1500V DC逆变器为每个汇流箱均配备专用熔断输
入，并可针对接地或不接地阵列进行配置。
直流电压的增加和4MVA大规模逆变器的使用导致了直
流阵列规模的显著增加。典型的1500VDC系统设计通常会混
合5MWp和5.3MWp直流光伏容量，从而将DC/AC比例控
制在1.25-1.33之间。逆变器将所输入的直流电力在550VAC
的电压下转变成60Hz的交流电，并通过紧密耦合变压器升
压至34.5kV，以与整个电站中其他逆变器进行整合。整合
后的逆变器输出功率最终进行再次升压至设定好的输电电
压，以便与公共电网互联。
当对两个电站进行对比时(参见图二)，阵列规模的增加

图三：GE旗下具有紧密耦合变压器的4MW ProSolar产品

和逆变器数量的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明显。
图二中左侧图片展示的是典型的2MW直流组件的阵

然而，就像早期向1000V DC设计过渡一样，这些问题

列，右侧图片展示的是典型的5MW直流组件的阵列。本对

均是可以解决的，并且产业并没有预计会出现针对这一设

比图中的功率转换站数量由10个降低至4个(减少60%)。土

计的应用的长期障碍。标准规范委员会正针对日益增长的

地利用率也得到改善，减少了维护通道数量和功率转换站

大规模光伏电站市场需求采取积极措施。UL最近宣布采用

所占用的土地面积。

ANSI / UL 62109-1作为《用于光伏发电系统功率转换的
美国国家安全标准》，成为美国本土1500VDC逆变器认证标
准，从而迈开了通往正确方向的一步。UL正在努力为组件
和其它直流BOS设备采取类似的标准，同时，国家电气规范
(NEC)也预计会做出改变，从而更好地适应大型、公共事业
规模光伏电站设计平台的独特需求。

独立工程评估
DNV GL进行过一次独立工程研究，以对1500VDC系统
及其设计进行评估。表一总结列出了各相关方面的评估结

图四：晴天中的逆变器性能

果，并着重强调了与1000VDC系统之间的显着区别。总体来
说，1500VDC系统结构在性能、价值和总体技术优点等方面
具有优势。虽然发现了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但这些问题
在所有先进结构设计的早期应用中均会出现，并未发现任
何长期的问题。

光伏电站系统设计
接下来本文将要描述一个基于“交流功率模块”(固定
倾角或跟踪阵列)进行设计、规模在1MW DC至5MW DC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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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阴天中的逆变器性能

项目聚焦

1500VDC逆变器

析，以验证系统性能和可靠性。公司还特别对阵列进行了地
漏测试，并以Macho Springs电站中1000VDC阵列的结果作

目前1500V DC 电站中的逆变器范围从小于1MVA到

为比较参考。电站的运维流程与1000VDC平台相比并没有很

4MVA不等，以模块化评级形式增加。这种灵活模式有利于

大改变，同时，每兆瓦需要进行运维的零部件数量却更少。

根据电站规模确保电站的成本优化，同时与电站容量和可用

图四展示了晴天中一台逆变器的典型性能表现。

性要求密切配合。1500VDC系统的逆变器可实现单个组串上

正如预期的一样，电站中逆变器输出至与所测得的日照

电流安培数近50%的增长，这就意味着能够实现更高的功率

辐射值紧密相关。当逆变器正在产生功率时，直流电压与组

密度，从而与1000VDC系统的逆变器容量相比，降低了整体

件的IV特性保持一致。

安装成本。

图五展示了阴天中一台逆变器的典型性能表现。

总的来说，1500V DC系统的逆变器具有与1000V DC系

再次如预期一般，电站中逆变器输出至与所测得的日照

统逆变器相同的基本拓扑结构——具有为较高直流电压调

辐射值紧密相关，并且直流电压与组件的IV特性保持一致。

配过的电源半导体和直流电源电路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可

First Solar公司还计划在得克萨斯州的Barilla太阳能电

根据现有IEC标准进行审查，并可在市场上轻易获得，因为

站建造两个1500VDC直流功率模块，归属First Solar公司并

它们与在风力逆变器和工业驱动器中所使用的零部件相类

由其进行运营。每个阵列均为5MW DC/4MW AC，并将使用

似。1500V DC系统的逆变器具有与1000V DC系统逆变器相

GE旗下进一步优化后的逆变器，从而改善效率和温度低于

同的交流电网接口电路、控制系统、保护机制和电网管理

50℃时的“过驱动”操作。这些阵列计划在2014年底进行

功能。

安装运行，从而在2015年大规模商用部署项目前进一步从

图三展示了一套使用了1500V DC系统逆变器的GE旗下

小规模系统上获得运营经验。

实地安装的4MW ProSolar单元。其中包括一个专为与逆变
器配套而设计的变压器，可进行中压输出。逆变器是作为

总结

GE旗下2009年进入欧洲市场的1MVA ProSolar产品的衍生
物进行开发的，充分利用了该公司的现场操作经验和相对成
熟的技术平台。

基于1500VDC架构的新一代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对电
站成本及其效率有着显著影响。First Solar公司所开发的，
或在未来数年内将要部署的，一些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中

1500VDC组件

得以体现。促成这一成就的一些关键要素包括：First Solar
公司对高压薄膜组件的开发，和GE对全球最大的光伏逆变

多家组件供应商正在开发可支持1500V DC 系统的产

器(4MVA)的开发。在每个逆变器上加载更多数量太阳能阵

品。First Solar已专为此类系统设计开发了被称为4系列的新

列的能力大幅降低了电站的安装和维护成本。BOS成本的降

一代薄膜CdTe组件。该组件通过了IEC认证。产品经过严格

低反过来还有助于实现将太阳能价格降至可负担范围内的首

的测试，包括TUV LST(长期连续沙尘暴和PID测试)以确保

要目标。与此前1000VDC架构的应用转型相似，整个产业有

具有高可靠性和高性能。

望随着一些技术和监管障碍的克服实现下一阶段的应用。

现场经验

作者简介

2014年春，First Solar公司在新墨西哥州戴明市的

Mahesh Morjaria先生是First Solar公司系统开发部门副总

Macho Springs太阳能电站中运转调试了其第一个1500VDC

裁。他所领导的团队负责新产品和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的

交流功率站，该电站由First Solar公司运营，归属美国南

电网整合能力等相关业务。

方电力公司。电站规模为52MW，由34个阵列组成，采用
1000VDC结构。该电站后期还增加了一个使用1500VDC架构

凯文•柯林斯(Kevin Collins)先生是First Solar公司电力系统

的阵列，以展示这一新行业标准的可行性、商业化完成度和

开发部门总监。他主要负责与电力转换系统、能量收集和输

可接受程度。

送系统相关的策略和路线图开发。

该阵列是一个3.6MW DC阵列，使用了First Solar的
1500VDC CdTe组件和GE ProSolar逆变器和变压器。由于

迈克尔•斯蒂文斯(Michael Stavish)先生是First Solar公司的

特定的项目(土地) 限制，所设计阵列的大小要小于最优设

高级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光伏电站产品业务。

计。现场测试包括PQ曲线验证、谐波依从性验证、可闻声
音极限检测、DC波电流检查和高光启动等。
First Solar公司对电站SCADA收集的数据进行实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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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鲍尔(Greg Ball)先生是总部在加州旧金山的DNVKEMA Renewables公司的首席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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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的分布式期望
文/王超

2014年年终数据统计，该年度总计完成了2.04GW分

资贷款，将向上海地区的分布式项目提供5年无抵押优惠信

布式电站，虽然2014年初国家能源局将分布式的目标从

用贷款，一期的额度为5亿人民币，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

8GW下调至4GW，并且引入了地面分布式的概念，但仍

面向全国所有的项目。Solarzoom负责人刘昶表示，2015

然没有完成预期的量。虽然过去一年从数据上没有完成预

年光伏亿家的O2O平台目前已经获得了超过100MW的项目

期，但业内对分布式的期望仍然很高涨，只是现实的种种

需求申请，对单个项目的放款额为50-3000万，如果项目

问题在压抑着分布式爆发到来的时间点。

比较小，可以采用团购的方式，数个小项目打包成一个大
项目进行申请。光伏亿家即将启动其第一批十几兆瓦项目

谁来投？

的合作。
航禹太阳能也在计划尝试光伏与互联网的联姻，其在4

大量的优质屋顶已经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很多人

月底发布的PV PLUS将作为面向电站项目和投资商的O2O垂

用google地图等软件都预先扫描了资源条件好的地区，一

直电商。航禹太阳能董事欧文凯介绍，第一个O为online，

些城市的屋顶甚至都被多家企业的开发人员先后现场勘查

对项目进行线上收集，通过搭建的项目评估系统对电站进

过。但屋顶分布式的并网量仍然未达到预期。

行初级评测评级，第二个O为offline，线下委托TUV南德对

很多分布式开发商，并没有意愿去持有光伏电站，而

项目进行二次评估确认，再对接给投资商。

在自己屋顶上去投资电站的居民或企业又无法支撑起4GW

光伏扶贫为居民分布式的投资提供了新的途径。国家

的预期。最终分布式能否发展起来还要看投资者的动力。

能源局出台的《光伏扶贫试点实施方案大纲》中提出了供

目前分布式电站的主力投资商包括电力企业、光伏企业、

各地参考的地方配套资金及财税政策，其中地方政府对户

希望将分布式作为话题的非光伏主业的上市公司。电力企

用和基于农业设施的光伏扶贫项目提供35%的初装投资补

业的代表包括中电投、华电福新、中节能等，光伏企业包

贴，国家按等比例进行初始投资补贴配置，其余部分户用

括江山控股、顺风光电、京仪、爱康、江山控股、中民新

和基于农业设施的项目还贷期为5年，享受银行全面贴息。

能、招商新能源、协鑫新能源、SPI、君阳太阳能等，非光

如果这种补贴措施到位的话，分布式项目在农村中就拥有

伏主业的上市公司包括林洋电子、彩虹精化、积成电子、

了更高效益的商业模式，试点6省份的部分用户基本将处于

绿地能源集团、中天科技、精工钢构等。这些企业从资金

近于0预付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可以拿到20年补贴的分布式电

量上已经足以支撑起每年超过4GW的分布式持有量，因此

站。在国家能源局制定的2015年光伏发电实施方案中，指

2015年的屋顶分布式项目在满足收益和风险可控的条件下

定了6个地区1.5GW的光伏扶贫项目，其中将有一部分用于

将会迅速增加。

农村分布式。

从类型上看，大、中型工商业企业分布式仍然是各家

SPI的绿能宝从构思到推出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

关注的重点，对于持有分布式电站的企业来说，规模效益

中国首个真正将互联网金融与光伏结合起来的平台给其他

才能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所以10MW以上的大型分布式

同行一定的压力。爱康、晶科、协鑫集团都随后将分布式

目前是最抢手的项目。江山控股则没有限定单体电站需要

项目融资和能源互联网作为了2015年发展的重点。

超过10MW，如果就近地区的多个小项目加起来能成规模
他们也可以接受。精工钢构、绿地能源集团等则对持有的

困难和风险

项目大小的要求更宽松，一些两三兆瓦的项目如果满足要
求他们也可以持有。
SPI的创新工作绿能宝则对分布式投资规模给出了更宽
的延伸。绿能宝美橙3号只有3千瓦。

相比地面电站，分布式电站在获得补贴的实效上显然
更有优势，但在收益稳定性上仍面临较多的风险。目前很
多分布式电站是建在彩钢板形式的屋顶上，但这种结构的

根据SPI的说法，不管项目大小，只要满足其评估要

真正有效使用年限只有15年左右，并且没有任何一家光伏

求，都可以放在绿能宝上融资。截至目前，绿能宝平台上

企业能完全保障在彩钢板屋顶上建设的光伏电站在寿命期

大多数项目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融资。

内绝对不会导致屋顶漏水——虽然光伏电站可以较好的保
护屋顶结构，但部分彩钢板屋顶本身质量或许就存在一些

模式的创新

不容易发现的缺陷而未来会导致漏水，原因不好评判。为
了保障彩钢板屋顶上分布式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SPI为此

SPI模式创新的特点不仅是解决了其自有项目的
融资，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其他项目的融资渠

收购了中国知名的屋顶结构公司上海亚泽新型屋面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道。Solarzoom在2014年发布的光伏亿家平台也在为行业

虽然国家能源局的文件要求地方发改委和电网公司要

打造第三方融资平台，其与招商银行共同推出了电站的融

积极配合地方分布式项目的并网，但在地方的一些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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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仍会屡屡碰壁。广东一家分布式电站集成商在汕头遇
到了电网公司的阻力。一家民营企业计划在其一个屋顶上
先投资18千瓦的分布式电站做示范，如果效果好的话将在
更多的工厂中安装。但这家集成商在2014年7月便完成了
安装，并已经拿到地方发改委的备案，但向当地的区电力
公司申请时，区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不熟悉流程、不知
道上级文件的理由一直推托项目的接入工作，到截稿时这
座小型分布式电站仍然在空晒太阳。该集成商在广东潮汕
的另一个客户的居民项目虽然获得了当地电网公司的积极
推进，但是地方发改委部门同样以不熟悉流程拒绝发放备
案证，随后还以居民无法提供组织机构代码来做理由，导
致该居民的电站长时间拿不到备案。虽然大部分地方的发
改委部门和电力公司对分布式光伏是积极的态度，但阻力
仍然存在，或许要更长的时间来普及、梳理流程。
2015年，国家能源局将放开各地的分布式指标，银行
等金融机构对分布式光伏的理解和评估也越来越成熟，而
各家投资商对分布式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被压抑多年的分
布式期望或许在2015年可以获得释放。

项目聚焦

能效的比拼
文/王超

2015年1月，在国家能源局一份征求光伏发电建设实
施方案意见的文件中，政策制定者提出引入竞争机制，
“上
网电价降低幅度10%以上的项目，能源局将相应扩大一倍的
规模指标；如降低幅度在10%以内，则以相应比例得扩大
规模。”虽然在几个月后的正式文件中取消了该条目，但业
内对电价下调的担心仍然存在，不少业者认为2016年可能
会出现新一轮的电价下调。而在过去一年中，光伏电站的

图一：英利的双面高效电池结构

成本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反而路条价格在涨、一线品牌
的组件价格坚挺、人工成本在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

产过程中新增加两步工艺：氧化铝钝化和激光开孔。

中国光伏企业正试图通过技术手段使光伏电站变得更有效

曾供职于中电光伏、天威的张凤鸣目前担任南京日托

率。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王斯成在可再生能源学会组织的

光伏董事长，他将高效组件的希望寄托在MWT背接触技术

关于电站增加发电量和经济性研讨会上表示，目前光伏电

上。张凤鸣表示，相比常规电池制造工艺，MWT电池只增

站提升发电量可以通过高效组件、跟踪系统、微型逆变器

加激光开孔和掩模制备两道工序，以60MW的生产线计算

等多种方式来实现。

总投资约500万人民币，再加上辅材上的变化，每块60片

国家能源局在2015年还将实施“领跑者”计划，推动
单晶组件效率17%以上、多晶组件效率16.5%以上及薄膜组

电池的组件的成本增加不超过70元。此外，目前全球MWT
背接触组件的产能约500MW，预计明年产能可达1GW。

件效率10%以上的产品，譬如规定无电人口用电、偏远地区

天合光能则将研发中心放在IBC电池上，这条早已商业

缺电、光伏扶贫等公益项目要采用“领跑者”的技术指标。

化多年的技术路线最著名的代表公司是SunPower。电池转
换效率达到25%的SunPower组件目前正应用在环球飞行中

高效组件的竞争

的阳光动力二号飞机上。经过数年的努力，天合光能光伏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冯志强博士所在团队已经实现了24.4%

进入2015年后，主流组件企业发布的新产品主要集中

的转换效率，仅次于松下、SunPower和夏普。冯志强表

在高效组件上。天合光能推出了以Honey Plus命名的两款

示，天合已经实现了22.9%的量产IBC电池效率值，在此基

组件，其中多晶组件Honey Plus功率为275瓦，单晶组件

础上生产出来了60片电池的320瓦组件。天合下一步将计

Honey M Plus功率为285瓦，两种组件的电池片平均转换

划实现超过23%电池效率的量产化，开发出更高价值的使用

效率分别为18.7%和20.4%。航天机电推出了代号为银河的

方式，并将25%作为下一步实验室研发目标。

Milky Way N型单晶PERT双面发光组件和代号为HIGHWAY

阿特斯CTO邢国强则在降低电池表面反射率上做文章，

PLUS的P型多晶组件，其中Milky Way的60片组件功率可

黑硅技术是他们选择的技术路线。黑硅纳米结构可以减少反

达到285Wp。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推出效率更高的组件，

射量，从生物仿生角度来看，黑硅的结构类似于蛾眼结构。

这一点从SEMI发布的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的数据中可以看

邢国强表示，RIE以及MCCE是短期内可实现量产的两种黑硅

出，2013年传统晶硅电池市场份额仍然超过90%，而去年

技术，并且阿特斯已经完成了MCCE第一代技术的量产，效

这一比例就下降至85%以下，据其预计，到2018年传统结

率比常规多晶电池提升0.25%，未来第二代MCCE技术可提升

构的晶硅电池市场份额将下降至50%以下。

0.45%；处于中试阶段的RIE技术路线则能将效率提升0.6%。

目前全球几个主流高效电池路线为PERC、HIT、IBC三

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八研究所的刘良玉总结了高效电

种结构。据SEMI的统计，未来高效组件技术路线中， PERC

池的技术现状，他认为提高效率来自开源和节流两方面，

或将占主要份额，其次是背电极技术、HIT/HJT技术。屡次

高质量PN结、拓展光谱响应范围、改进表面陷光技术等属

打破电池转换效率实验室记录的南京中电光伏CTO赵建华

于开源，减少遮光面积、提高导电能力、降低复合率是节

博士是中国高效电池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08年就开始对

流。在他看来，各种高效技术都围绕这两个方向在推进。

PERC电池进行研发。赵博士表示，经过多次试验后，选择了

IHS光伏首席分析师廉锐认为，
“高效是个相对的概

基于氧化硅钝化的实验室路线，并经过优化后确定了基于氧

念，主流的电池技术路线的效率每年也都在提升。”廉锐表

化铝钝化的量产路线。目前，基于氧化铝的量产PERC电池

示，2014年高效组件订单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日本，高效

平均效率超过20.3%，最高可达20.76%。据赵博士介绍，中

组件可为屋顶项目带来一定的收益。英利对比了双面高效

电光伏35MW PERC高效电池生产线将在2015年正式面市。

组件和普通组件的应用，试验发现在30度倾角安装下，草

英利是中国本土企业最早实现高效组件量产的公司之

地、沙地和屋顶项目中使用双面组件比普通组件分别提升

一，其熊猫系列高效组件已经走过数代产品更迭，目前在

了2.8%、7.9%和8%的发电量。宋登元表示，如果是高反射

同质结双面电池技术下可实现20.8%的电池效率。英利在量

地面下应用，双面组件最高可提升30%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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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度电成本的控制

甚至自行投资了一座30MW光伏电站，以验证其单轴倾角
高精度智能联动跟踪系统的可靠性及对发电量提升的效果。

虽然SunPower的组件价格是普通组件价格的一倍，但

辅材供应商也在为提升组件效率做工作。3M推出了

SunPower与其硅片供应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共

反光薄膜，可以用于焊带和背板上。焊带贴了这种膜后

同去推动度电成本的降低。SunPower与中环股份分别在内

反射能将更多的光反射回电池表面，另外还能减少焊带电

蒙和四川与地方公司成立了不同的合资公司，希望通过加

阻，3M预计此举能提升2%的组件效率。尚德的朱景兵介绍

入C7低倍聚光设备来降低度电成本，目前其内蒙的电站已

到，在EVA中加入掺过渡元素的透明纳米材料可以提升紫外

经完成了部分子阵的安装。

光的量子效率，为组件效率再带来1%的提升。

主业为光伏支架的中信博新能源也看好了跟踪器市

运维是最后一道保证能效的屏障。好的产品在不好

场，他们把受CPV牵连导致资金断裂的聚恒的核心团队吸纳

的运维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阳光电源在总结了其超过

进来，以推动平单轴跟踪器的发展。负责中信博跟踪器技

500MW电站运维数据后推出了iSolarCloud运维云平台，并

术的王士涛表示，已经有多个项目对跟踪器产生极大的兴

宣称该平台比普通运维方式具有3%-7%的发电量提升。中盛

趣，并且中信博已经完成了数个项目的示范。咨询公司HIS

新能源首席技术官Mike Ye认为对运维要有全局的概念，不

认为未来五年单轴跟踪器将在北美地面电站中受到青睐，

能先建成电站再考虑运维，而应该在前期电站技术选型时

他们预计2019年全球跟踪器市场将达到近20亿美元。

就要考虑到运维的工作。Mike介绍到，中盛在海外的EPC经

山东朝日光伏的总经理刘建中仍在不停的降低跟踪系

验是运维系统要对电站做到预防诊断并且与电网的响应速

统成本，
“我们的双轴跟踪器可以控制在每瓦1.8元以内，对

度要快。Mike推崇的加强型运维管理体系能比普通运维带

于山地光伏项目有天然的优势，可以降低安装成本。”刘建

来更高的发电量回报。

中希望通过对其核心技术的变更来满足不同项目对跟踪器

光伏电价的下调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但下调的前提是

的需求，双轴、准双轴、平单轴、斜单轴等几种不同形式

要有大量的技术作为支撑。度电成本不仅依赖于电池效率

的跟踪器产品已开始在各个地区进行试用。刘建中表示，

的缓慢提升，也要靠各种应用形式和系统的稳定性来做保

跟踪器可以跟高效组件很好的结合起来，相比普通组件，

障。如果2015年度电成本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电价补贴

高效组件在跟踪器的帮助下电量增发更加明显。同景科技

的下调将会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商业链条。

您希望将企业在各国承建的太阳能项目与
每月来自超过215个国家的201000多名
行业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吗？
请与我们联系！
焦点项目栏目组:
英文投稿: project@pv-tech.org
中文投稿: project@pv-tech.cn

服务

招贤纳士
产品工程师

工作地点：德国慕尼黑

职位描述：

应聘条件：

· 作为客户咨询联络人，以及对技术故障进行第一现
场分析

·

· 对客户投诉根本原因的调查进行内部协调，并采取
相应的预防措施
· 负责售前技术支持，并作为技术联络人回应客户
咨询

具有工程、电子工程或物理学学士以上学位

· 精通英文，同时流利使用西班牙语、中文、德语
或法语者优先
· 两年以上光伏产业从业经验(太阳能电池、组件或
系统等领域)
·

能够熟练操作MS办公软件

·

为销售团队和市场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

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结果导向型工作方式

·

向部门负责人进行工作内容及客户咨询周报

· 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能力、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
和沟通能力

· 负责整理、撰写产品技术文件与展示稿，并在需要
时进行技术翻译
·

参加行业展会与会议，收集市场动态及反馈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ad,1189,82,Product-Engineer-MaleFemale

光伏材料研发科学家

工作地点：法国Feignies地区

职位描述：

应聘条件：

·

面向光伏市场开发新产品，如用于硅锭生长的坩埚
设备和镀膜工艺等。

· 具有材料科学、化学或冶金领域内博士学位，或
在光伏产业内，特别是晶硅领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 能够在欧洲境内进行短途出差，并能够适应国际
化工作环境

·

对客户进行产品使用指导

·

与客户及科研机构合作，对现有产品进行改善

·

代表公司出席国际科研活动和研讨会

· 可领导、展示、规划研究项目，同时具有良好的
团队沟通能力
·

英文流利，懂法文者优先，需具有欧盟工作许可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index.php?post_id=1191&cat=98

其他职位招聘：
高级光伏工程师 (英国)

晶硅光伏组件首席工程师(鲁汶)

现场工程师(美国)

销售经理(英国)

欲了解更多光伏产业招聘信息或在线申请职位，请访问：www.jobsinpv.com
职位刊登垂询： Graham Davie
电子邮箱：
gdavie@pv-tech.org
联系电话：
+44 (0) 20 7871 0123
传真号码：
+44 (0) 20 7871 0102
95

服务

行业展览及会议预告
时间

名称

地点

官方网站

4月15日

英国储能峰会

英国伦敦

www.bpva.org.uk/members
会议
/bpva/events/energy-storage-uk-2015/

4月21-22日

太阳能及离网可再生能源展会(西非)

加纳阿克拉

west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4月27-30日

SNEC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暨论坛

中国上海

www.snec.org.cn

会议 & 展览

4月28-30日

英国大规模太阳能项目峰会

英国布里斯托

largescale.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5月07-08日

澳大利亚国际太阳能会议暨展览会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solarexhibition.com.au

会议 & 展览

6月09-12日

德国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Europe)

德国慕尼黑

www.intersolar.de

会议 & 展览

6月14-19日

IEEE光伏专家会议 (PVSC)

美国佛罗里达

www.ieee-pvsc.org

会议

6月13-16日

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美国旧金山

www.intersolar.us

会议 & 展览

6月16-18日

台北国际光电周

中国台湾

www.opto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8月18-20日

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中国广州

www. pvguangzhou.com

展览

8月24-25日

AsiaSolar亚洲光伏创新与合作论坛

中国上海

www.asiasolar.cc

会议 & 展览

9月01-03日

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巴西圣保罗

www.intersolar.net.br

会议 & 展览

9月09-11日

韩国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PV Korea)

韩国首尔

www.exposolar.org

会议 & 展览

9月14-18日

欧洲光伏太阳能工业展览会暨会议 (PVSEC)

德国汉堡

www.photovoltaic-conference.com

会议 & 展览

9月14-17日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美国加州

www.solarpowerinternational.com

会议 & 展览

10月13-15日

英国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UK)

英国伯明翰

uk.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10月14-16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PV Taiwan)

中国台湾

www.pv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11月05-07日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crecexpo.com

会议 & 展览

11月18-20日

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1月25-26日

东南亚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Southeast Asia)

泰国曼谷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2016年3月

PV SYSTEM EXPO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2016年3月

英国伦敦国际建材展暨节能环保和未来建筑大会

英国伦敦

www.ecobuild.co.uk

会议 & 展览

2016年3月

SOLARCON China

中国上海

www.solarconchina.org

会议 & 展览

2016年3月

第五届中国国际光伏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
新设备展览会 (CIPV EXPO)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会议 & 展览

在线日历查询国际展会信息，请访问：www.pv-tech.org/events/list-calendar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蒋女士：hjiang@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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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德国慕尼黑Platzl酒店

2015年6月9日

您会出席今年的Intersolar展会吗？
欢迎在6月9日莅临我们在Intersolar举办的“Doing Solar Business in the UK”(英国太
阳能投资)边会，这场为期半天的边会旨在为您介绍英国太阳能市场目前所具有的繁荣
商机。
无论您是刚刚开始拓展出口业务，还是已经在英国太阳能市场内占有一席之地，都将
在这里获得极具价值的信息。我们的边会将为您提供英国市场的政治政策、监管法规
和融资环境等的相关信息，为您在英国市场成功开展业务添砖加瓦。

欢迎访问DSB网站查看边会议程、预定门票 :

uk.dsb.solarenergyev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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